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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 (2021)年以來，臺灣期貨市場交易量持續成長，迄 9月底日均量較去年同期成長約

20%。在規模擴增的同時，臺灣期貨交易所亦因應市場參與者趨勢 --即年輕交易人開始加

入交易。因此，在追求市場成長時，期交所認為，如何增進年輕人對期貨專業知識的認識，

是今日推動臺灣期貨市場穩健發展的重要因素。

統計今年以來各年齡層新開戶情形，20至 30歲新開戶數占近三成，較去年增加逾 3.5

個百分點，是新開戶增幅最多的年齡層。這個趨勢顯示年輕人投入投資理財的時點比以往

提早，對更需要專業知識的期貨交易也較以往更有興趣，因此，如何讓年輕人能夠及早建

立正確期貨交易知識，及風險控管觀念，便更顯迫切。

期交所過往即持續深耕大專院校期貨教育。包括接待大專院校來期交所參訪，讓參訪

學生了能初步了解臺灣期貨市場，並透過期交所建置的虛擬交易所，進行如課堂的模擬交

易練習，相關規劃頗受大專院校師生好評。此外，虛擬交易所有Web、APP版，透過電腦

或手機可隨時上網練習，因此，亦有許多大專院校財金科系老師，向期交所申請借用虛擬

交易所特別開設練習環境，以作為其教學或辦理競賽使用。

為更積極強化與校園年輕人的互動，期交所今年特別運用虛擬交易所平臺，以教育為

出發點，規劃兩階段的全國大專院校模擬交易競賽，第一階段已於 4-5月辦理完成，競賽

過程適遇上臺股劇烈波動，考驗參賽大學生的風險控管能力；第二階段競賽則首度納入正

夯的程式交易下單，讓年輕人可以多方嘗試期貨模擬交易，競賽期間自 10月 18日至 12

月 30日。

另外，期交所亦以多元化的方式來深化與大專院校的產學合作，於 110學年度第一學

期開始，期交所與政治大學創新國際學院合作開設「年輕人須具備的期貨知識」通識課程。

不同於一般大學課程以理論為主，側重學生感興趣的議題、業師，希望課程生動活潑有趣，

課程內容循序漸進，像是建立期貨與選擇權基本觀念、實務的期貨下單及風險管理，以及

安排學生感興趣的專題如看懂技術指標、程式交易、ETF與期貨等。課程吸引超過 500位

學生搶著選修，顯示校園年輕人對認識期貨的興趣相當濃厚。

除強化校園期貨教育外，期交所另創產學合作先河，斥資三百萬捐贈陽明交大管理學

院「期貨智能研究室」，結合資訊管理與財務金融專業，提供博士級研究員與博士班學生

用以進行高效率金融計算與模擬之軟硬體設備。期貨智能研究室的設立將結合期交所與陽

明交大之優勢，一方面有助培養期貨與選擇權等衍生性金融商品之人才，又可在研究上直

接利用學術最新的金融資產定價、人工智慧研究、區塊鏈、金融資訊安全等專業知識，期

交所再運用研究室對期貨數據之模擬演算及研究所得，回饋予期貨市場發展所需知識理論，

深化學術合作及培育期貨人才。

市場的發展茁壯，需要持續投入推廣及教育宣導，使交易人增進對期貨市場認識，及

建立正確風險控管觀念。期交所未來仍將推動對各交易人的教育及人才培訓，期望臺灣期

貨市場能穩健成長，邁向下一個高峰！

深化校園合作  
積極推動年輕人期貨教育

 董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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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增進學術界與實務界交流，臺灣期貨交易所

今（2021）年與國立政治大學及國立陽明交通大學

建立合作關係，積極於校園推廣期貨教育。

與政大合作開設「年輕人須具備的期貨知識」

通識課程

期交所與政治大學於 110學年度第一學期合作

開設「年輕人須具備的期貨知識」通識課程，於今年

9月 17日開課，吸引逾 500位政大學生熱烈選課，

凸顯現今校園年輕人對於投資理財興趣濃厚，考量防

疫要求與授課品質下，共計 120位學生選修本課程。

期交所董事長吳自心，及本次開課單位政治大

學創新國際學院院長杜文苓、副院長連賢明、金融

學系主任江彌修、行政管理碩士學程執行長羅光達、

法律系副教授劉宏恩及統計學系教授鄭宗記等共同

開課教授，均出席第一堂課程，為選課學生們進行

課程說明。

政治大學副校長王文杰表示，本課程授課師資

陣容來自於產業界資深長官與學界專家、國內各大期

增進年輕學子期貨教育及培育期貨人才

期交所與政大、陽明交大攜手校園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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貨公司主管、專業投資人及大學教授，除政大學生

熱烈選課外，也吸引許多臺聯大（陽明、交大、中央）

學生跨校選課，更有不少外校生積極詢問旁聽事宜，

相信本課程能讓學生於求學期間經過期貨實務課程

的薰陶洗禮後，更快速瞭解國際與國內期貨市場現

況，更可透過虛擬交易，實務接軌期貨交易。

捐贈陽明交大管理學院「期貨智能研究室」

陽明交大校長林奇宏表示，樂觀此次合作案的

成立，期交所軟硬體的捐助，對於學生的研究與期

貨實務的知識有很大的幫助，業界投入資源協助學

界培育人才，人才素質的精進可以活化業界的運作，

這是個雙方互惠，為學界與業界合作樹立典範。

陽明交大管理學院鍾惠民院長表示，該校資訊

管理與財務金融學系（下稱資財系）近幾年致力將

金融與科技作結合，並且也是臺灣頂尖大學科系內，

少數有專精於金融科技之系所。本次期交所與資財

系合作於陽明交大設立「期貨智能研究室」，專供

博士級研究員與博士班學生進行雙邊合作，一方面

文／黃筠芸（期交所交易部專員）

 期交所與政治大學創新國際學院合作開設通識課程，董事長吳自心（右）於開課日以視訊會議致詞，創

新學院副院長連賢明（左）為本課程主要授課教授。

 陽明交大管理學院院長鍾惠民 (左二 )及資訊管理與財務金

融學系主任梁婉麗 (右二 )、教授李漢星 (左一 )及教授游

家牧 (右一 ) 等教授團隊，是台灣頂尖大學科系內，少數有

專精於金融科技之系所，將與期交所產學合作投入期貨智能

研究

 陽明交大管理學院院長鍾惠民表示，期交所

捐贈之刀鋒式伺服器將用於高效率的期貨金

融計算與模擬。

有助培養期貨與選擇權等衍生性金融商品之校園人

才培育，另一方面又可在研究上利用學術最新的金融

資產定價、人工智慧研究、區塊鏈、金融資訊安全等

專業知識，透過產學合作，有效銜接學用，冀望對實

體臺灣期貨市場及學術領域帶來更多貢獻。

期交所：深化期貨教育 金融知識向下紮根

期交所董事長吳自心表示，與政治大學開設「年

輕人須具備的期貨知識」通識課程，是期交所與政

治大學創新國際學院第一次攜手合作推廣期貨知識。

鑒於投資理財已不再只是社會人士專利，現在許多年

輕人在學校時，已有期貨及股票之交易經驗。以臺灣

期貨市場來說，今年 1-8月的新開戶交易人中，20

至 30歲年齡層的新開戶數占比逼近三成，是新開戶

占比增幅最多的一個年齡層，顯示年輕人投資理財比

以往更為提早，對於更為專業、快速的期貨交易，也

較以往更有興趣。與政治大學合作本課程目的，就是

希望校園年輕人能夠正確瞭解到期貨交易觀念，透過

老師深入淺出的講授，在同學的內心埋下一顆種子，

希望未來若進入期貨市場交易，或是任何投資理財工

具，都能有風險控管觀念。

另外，期交所很榮幸將第一個研究室捐贈予陽

明交大，衍生性商品研究與數理及電腦技術密切相

關，研究室之設立將能造福未來眾多的年輕學子，且

在臺灣期貨市場的蓬勃發展下，陽明交大產出之相關

研究成果可供期交所作參採，相信整體期貨市場之發

展將更健全。

未來期交所在打造更優質之期貨交易環境的同

時，也將秉持「取之於社會、用之於社會」之精神，

持續對校園、社會及環境作出貢獻，或與其他學校建

立合作交流關係，讓我國的金融知識教育能向下紮

根，實踐企業社會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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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陳韻頻（期交所企劃部專員）

第 60屆世界交易所聯合會（World Federation 

of Exchanges, WFE）會員大會暨年會於今年 9月

6日至 9日召開，由深圳證券交易所（Shenzhen 

Stock Exchange, SZSE）主辦。本屆年會原訂去

年舉行，惟受到疫情影響，延後至今年於深圳舉

辦實體會議，並同步舉行線上會議。

WFE成立於 1961年，早期會員從證券交易

所，之後納入衍生性商品交易所與結算機構，目

前會員約近百家。以會員分布而言，歐非中東地

區占 43%，亞太地區占 37%，美洲占 20%，為

全球資本市場最重要國際組織之一。WFE執行長

Nandini Sukumar於開幕致詞時表示，新冠肺炎

衝擊世界經濟，全球金融市場不確定性大幅攀升，

致使市場波動增加，WFE及交易所會員們皆致力

於維持市場正常運作，並展現基礎設施應有韌性。

WFE主席 Dr. Urs Rüegsegger則指出，WFE扮

演全球交易所間重要對話平臺，在國際金融市場

中扮演關鍵角色，透過會員間共同合作，有助強

化市場基礎設施，維持市場秩序與穩定，並發揮

交易所支持實體經濟發展功能，協助經濟復甦，

共同面對疫情影響世界經濟之挑戰。

期交所參加

第 60屆世界交易所聯合會線上年會

本屆WFE年會為期 4天，包括會員大會及數

場專題研討會，議題涵蓋疫情期間市場基礎設施

扮演之角色、市場科技創新、市場持續運作、散

戶市場成長與投資人保護、中小企業挑戰與機會、

公開發行及私募市場監理，以及發布WFE研究泰

國證券市場交易人類型、流動性及價格形成實證

分析報告等。

文／謝怡昇（期交所交易部專員）

期交所舉辦

2021年第 4季交易獎勵活動

為鼓勵期貨業者、從業人員及法人機構交易

或推廣期交所重點商品，期交所於 10月 1日至

12月 31日辦理「110年第 4季股票期貨交易獎

勵活動」、「110年下半年富櫃 200期貨至尊爭

霸賽活動」、「110年第 4季富時 100期貨星據

點爭霸賽活動」、「110年第 4季期貨交易輔助

人交易獎勵活動」及「110年第 4季法人機構交

易獎勵活動」，期許藉由獎勵活動，使期貨業者

及法人機構帶動期貨市場成長。

其中「股票期貨交易獎勵活動」，期貨商及

期貨交易輔助人分公司當月股票期貨（含 ETF期

貨）日均量較活動基期成長 1%以上且達獎勵門

檻，發給獎金；「富櫃 200期貨至尊爭霸賽活動」

以富櫃 200期貨為獎勵標的，有報名之 FCM營

業據點及 IB營業據點依當月交易量與實動帳戶數

計算成績與排名頒發獎金；「富時 100期貨星據

點爭霸賽活動」則以富時 100期貨為獎勵標的，

FCM營業據點及 IB營業據點之交易量及實動帳

戶數達獎勵門檻者，頒發獎金。另期交所針對期

貨商、期貨交易輔助人及法人機構，依訂定之獎

勵標準給予手續費折減。前述多項獎勵活動於第 4

季同步舉行，詳細辦法可上期交所網站查詢。

文／矯恒杰（期交所交易部專員）

縱橫期海 Try Try看－大專院校模擬
交易競賽 Part II　10月 18日開賽

為使校園年輕人可透過模擬交易，增進期貨專

業知識並瞭解期貨交易風險控管之重要性，期交所

繼今年上半年成功舉辦「縱橫期海 Try Try看－大專

院校模擬交易競賽 Part I」後，第 4季再推出第二階

段活動。鑒於校園年輕人學習期貨程式交易者逐年

增加，第二階段活動交易委託方式除一般下單外，

將開放時下流行的「程式交易」下單功能（包括

MultiCharts、Python API及 Excel VBA等）。

本次活動參賽對象為國內大專院校在學學生，

由老師指導推薦、學生組隊參賽，報名期間為 9月

22日至 10月 13日（共 3周），競賽期間為 10月

18日至 12月 30日（共 11周）。另本活動接受組

隊報名上限 300隊，其中每所學校報名隊伍上限 15

隊。考量年輕人未來將成為期貨市場重要支柱，期

交所以「金融教育」為出發點，競賽成績以「累積

報酬率」及「夏普比率」兩項指標計算，兼顧報酬

率與風險控管，期望參賽隊伍在可承受的風險下，

能激盪出各式交易策略，追求長期穩定獲利的交易

模式。

本活動模擬交易平臺使用期交所虛擬交易所，

行情報價採即時行情模式，具保證金追繳及平倉機

制。每個參賽隊伍起始資金為新臺幣 500萬元，競

賽商品為期交所 4大主力商品（臺股期貨、小型臺指

期貨、臺指選擇權及股票期貨，並限週契約、近月及

次近月契約，另股票期貨限特定造市標的）。依據競

賽辦法，最後將自有完整交易四大類競賽商品及交易

天數達競賽期間交易日三分之一以上之參賽隊伍中，

先取正報酬隊伍之「夏普比率」前 60名，再依「累

積報酬率」由高至低排序取前 20名獲獎，各可獲頒

團體獎金 6萬元∼ 4千元，指導老師可獲頒 3萬元∼

2千元獎金。另活動結束後將自所有參賽隊伍之隊員

（學生）中隨機抽出 40名參加獎，每名頒發 1千元

獎金。

為讓參賽同學更加瞭解本活動辦法內容及虛擬

交易所功能操作，期交所錄製前揭兩項主題之宣導影

片，置放活動網站專區首頁供有興趣參加本活動的大

專院校師生觀看。此外，期交所建議參賽同學開賽前

可於虛擬交易所常態環境先行練習，與指導老師及隊

員共同討論，腦力激盪出合適的交易策略，以利在競

賽開跑後能因應盤勢變化，妥適調整交易策略，成為

最後贏家。

活動詳情請至本活動網站專區查詢，網址為

https: //www.taifex.com.tw/eventTryTryp2/index， 或

可由期交所官網首頁連結。

文／蔡雅晴（期交所交易部業務員）

期交所於防疫期間不中斷交易人學習期貨及

選擇權知識，自今年第 3季起，因應國內疫況，

每月定期舉辦之「交易人期貨及選擇權課程」自

晚間調整至下午，並採線上直播授課，因更貼近

交易人居家防疫或分流辦公需求，廣受交易人好

評。第 4季課程承襲此模式持續辦理，於每月最

後一週之週二至週四辦理一梯次課程，課程主題

規畫為「認識期貨及選擇權」及「期貨及選擇權

交易實務（上） （下）」。

另為達普惠金融之目的，期交所持續與證基

會合作辦理「期貨與選擇權宣導講座」，自 9至

期交所期貨及選擇權課程

疫情期間不打烊

11月於雙北縣市外辦理總計 10 場次之「期貨交

易策略與風險管理」及「選擇權交易策略與風險

管理」，並特別針對樂齡族群，加強宣導金融安

全及預防金融詐騙之重要性，分別位於北中南地

區辦理總計 4場次之「認識期貨市場與商品」。

期交所開辦之各項課程，均邀請期貨業界具

實務經驗之專業人士擔任講師，藉由其豐富之交

易經驗，強化交易人期貨及選擇權之專業素養，

有興趣者可依背景或興趣於期交所或證基會網站

查詢及報名。名額有限，為免向隅，歡迎儘早報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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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屆 期貨鑽石獎  
表揚卓越金融機構

文／顏榮邦（期交所交易部經理）、蘇鼎欽（期交所交易部專員）

產生難以預料的連鎖效果，這提醒，建立信譽非一

蹴可及，崩跌卻可能一夕之間；第三、有買有賣、

有多有空，始能成就期貨市場，參與者越多、越成

熟，市場越能長遠穩定發展，因此投資人教育也是

期貨市場的基礎工程，希望期交所、期貨公會及所

有金融業與金管會共同積極推動。

期交所董事長吳自心表示，恭喜得獎業者並感

謝法人機構對國內期貨市場之貢獻。臺灣期貨市場

近年來規模擴增，期望能夠持續增期貨市場廣度與

深度，而深度部分，有賴法人機構的參與，這也是

期交所舉辦期貨鑽石獎，鼓勵法人機構善用期貨與

選擇權之目的。近 3年已增加 500多家法人機構

參與臺灣期貨市場，法人交易比重亦已連續 4年超

過 50%，顯示法人機構逐步強化衍生性商品運用，

以有效管理資產價格波動風險。

    期交所本屆期貨鑽石獎得獎專區，將涵蓋黃

主委賀文、各得獎機構董事長、總經理或高階主管

獲獎感言，該專區於9月15日上線，歡迎至 (https://

www.taifex.com.tw/chinese/event/event_20210915/

index.html)查詢。

為鼓勵法人機構以期貨交易進行避險增益，提

升法人機構在期貨市場之參與比重，期交所自 104

年起辦理「期貨鑽石獎」，獲得熱烈迴響。本屆期

貨鑽石獎，針對期貨經紀商、期貨交易輔助人、期

貨自營商、證券投資信託事業、銀行業、保險業及

證券業，設置交易量鑽石獎及交易量成長鑽石獎，

另設有造市績效鑽石獎及期貨市場推廣鑽石獎等。

    為昭公信，期交所特別邀請銀行、壽險、

產險、投信投顧、證券、期貨、票券等七大金融產

業公會理事長及具專業經驗之專家學者擔任評審委

員，期間召開兩次評審委員會議討論，並依評選標

準評審後，評選出得獎名單。

黃主委表示，期貨及選擇權等衍生性商品，是

金融機構管理風險、擬訂投資組合的重要一環，得

獎金融機構均非常熟悉期貨交易，相信也從中獲得

啟發，並提出三點供金融業參考。第一，期貨功能

之一是避險，即以適當成本投入，降低未來資產負

債價格的不可預測性，同樣地，在面對數位化等挑

戰，在資訊系統及人才培育上的投入，將有助於提

高未來應變與轉型能力，是值得金融業思考規劃的；

第二、期貨市場對訊息的反應即時而敏感，且可能

黃主委賀詞

臺灣期貨交易所為鼓勵法人機構善用期

貨及選擇權避險及增加收益，自 104年開始舉

辦期貨鑽石獎，今年已邁入第 7屆，獲得期貨、

證券、投信、銀行及保險等各金融業者的支持。

在此代表金管會，對期交所舉辦這樣具有激勵

意義的活動表示肯定，也恭喜第 7屆期貨鑽石

獎所有得獎的機構。

近年我國期貨市場陸續推動興革措施，

包括 106年實施期貨商品盤後交易制度，107

年實施動態價格穩定機制並逐步擴大適用範

圍，推出之商品種類亦愈趨多元，市場日均量

於 109年達歷來最高的 139萬口後，110年上

半年再創歷史新高，達 179萬口，保險、投信

及銀行等金融業法人交易量亦大幅成長，顯示

期貨及選擇權等衍生性商品，是現今金融機構

管理風險、擬定投資組合的重要一環。

得獎的金融機構均非常熟悉期貨交易，

相信也從中獲得一些啟發，在此提出三點供參

考。第一，期貨功能之一是避險，亦即以適當

的成本投入，降低未來資產負債價格的不可預

測性，同樣地，面對數位化等挑戰，在資訊系

統及人才培育上的投入，將有助於提高未來應

變與轉型能力，是值得金融業思考規劃的。第

二，期貨市場對訊息的反應即時而敏感，且可

能產生難以預料的連鎖效果，這也提醒我們，

建立信譽非一蹴可及，崩跌卻可能一夕之間。

第三，有買有賣、有多有空，始能成就期貨市場，

參與者越多、越成熟，市場越能長遠穩定發展，

所以投資人教育也是期貨市場的基礎工程，希

望期交所、期貨公會及所有金融業與金管會共

同積極推動。

最後，特別謝謝期交所在疫情期間，別出

心裁以網站得獎專區取代頒獎典禮，也再次

恭喜所有得獎機構，期盼在大家持續努力下，

期貨市場能更加蓬勃、多元、穩健成長。

臺灣期貨交易所公布「第7屆期貨鑽石獎」（以下稱本屆）得獎名單。本年

由於疫情影響，期交所於公司網站設置得獎專區取代頒獎典禮，以彰顯得獎者

榮耀。金管會主委黃天牧肯定期交所舉辦期貨鑽石獎，特別以書面提供賀文，

祝賀本屆17家得獎的期貨相關機構及法人機構（共頒發22個獎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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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名　群益期貨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李文柱：

感謝主管機關及臺灣期貨

交易所的肯定，群益期貨

非常榮幸可以獲此殊榮，

群益期貨致力成為亞洲區

域型最佳期貨商，提供客

戶最完善且快速的金融服

務，持續優化電子交易平

台，提升客戶交易效率，

透過 FinTech平台應用，提供客戶專業即時的投

資情報，協助客戶快速掌握商品行情。展望未來，

群益期貨將持續協助推動臺灣期貨市場成長，為

交易人打造更優質的全方位交易環境，提供客戶

高附加價值的金融服務，成為最感動客戶的金融

服務公司。

第2名　凱基期貨股份有限公司

總經理陳瑞珏：

凱基期貨能得到「期貨經

紀商交易量鑽石獎第二

名」倍感榮幸，要特別感

謝主管機關戮力營造更穩

健開放的金融環境，及臺

灣期貨交易所積極推動商

品多元化。在國際疫情肆

虐與金融市場瞬息變動之

際，凱基期貨持續調整並規劃嶄新的營運模式，

包括受託買賣等核心作業都能透過居家辦理；並

戮力開創新的交易市場服務，滿足交易人多元市

場交易需求；同時不斷深耕智能交易服務，為交

易人創造更契合的交易體驗，凱基期貨期望未來

持續共同為臺灣期貨市場再創佳績！

第1名　元大期貨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林添富：

元大期貨積極發展「客戶

為中心」的金融服務體

驗，打造多元商品智能策

略交易組合，有效協助客

戶全時段風險監控、追蹤

即時績效，為提升客戶交

易體驗品質，110年全面

升級交易系統的軟硬體設

備，更推出臺灣首家期權有聲書與短片影音課程，

輔助新手交易人快速了解期權商品與交易平台。

此外，元大期貨於疫情險峻期間推升差異化服務，

秉持營運不中斷精神，與客戶間的線下互動進展

到遠端連線，讓客戶在元大期貨享有「線下有深

度，線上有溫度」的服務體驗。

 期貨經紀商交易量鑽石獎 第2名　元大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總經理黃維誠：

元大證券長年為國內龍頭

券商，所營之專業項目包

含證券商、期貨交易輔助

人、信託業務等，並以

146家分公司廣布全台；

元大證券長期與元大期貨

合作，致力於發展、推廣

期貨業務，提升交易人對

市場的了解與專業知識；在服務品質上，元大證

券不斷優化交易系統及其性能，希望為交易人提

供最完善、最周全的服務。展望未來，元大證券

將持續運用證券業務專長與能力精益求精，並以

穩健經營、賡續創新及嚴謹的風險管理，落實保

障客戶權益為目標。

第1名　元大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第1名　永豐金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第3名　群益金鼎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第2名　凱基期貨股份有限公司

總經理黃維誠：

對自營商而言，交易策略

越多元、分散，可獲利的

機會越多也越穩定。近兩

年很明顯感受到臺灣的交

易者不論在技術跟風險意

識上的專業度都越來越成

熟，雖然使得競爭越來越

激烈、獲利難度提高，但

也驅使我們不斷地進步、成長，朝國際級自營商

腳步邁進。未來元大證券將持續帶著臺灣龍頭券

商的榮譽與使命，努力與期貨交易所配合，參與

各項推廣活動，為臺灣期貨與選擇權市場蓬勃發

展貢獻一份心力。

總經理江偉源：

永豐金證券非常榮幸獲得

「期貨交易輔助人交易量

鑽石獎」的肯定，在業界

激烈競爭下取得第一名的

殊榮。感謝臺灣期貨交易

所近年來引進新商品、完

善制度，推動臺灣期貨市

場發展，永豐金證券致力

提供客戶多元的金融投資工具，滿足不同的交易

人需求，對於期貨業務的投入也為重點。近年來，

交易人對於海外市場的關注也更甚以往，善用期

貨商品避險也為重要的策略，永豐金證券將持續

與臺灣期貨交易所合作，與業界共同攜手為壯大

期貨業務規模齊心努力。

董事長王濬智：

群益金鼎證券以最熟期權

市場的證券商自許，推出

「證期權」整合智慧單手

機平台，交易人不需盯

盤，即可參與絕佳的獲利

機會，也因為有絕佳的投

資體驗，期權、現貨、權

證動用戶全面暴增。展

望 111年，群益金融集團將整合證券、期權、基

金、保險、複委託等商品，提供量化交易、Pair 

Trade、智能化套餐策略，並透過 YouTube「群益

創富觀點」頻道，讓交易人可輕鬆掌握全球市場

第一手訊息，相信群益金鼎證券會是交易人在全

球期權商品上的首選券商。

總經理陳瑞珏：

去年下半年同屬東亞的鄰

近交易所積極推出與台

指連結的新商品，同時

SGX的摩台期貨從歷史

舞台落幕，大幅的牽動我

們在台指期的策略佈局。

在此巨變的浪潮中凱基期

貨不只挺過更將之化為轉

機再上層樓，緊接而來是今年上半年個股期貨的

開花結果，臺灣期貨交易所多年佈局在今年收獲

亮麗成績，而我們貢獻交易量的同時也開創獲利。

總歸第七屆鑽石獎競賽期間的市場是一段熱鬧波

動的旅程，得賴更多的努力和協助才能渡過，此

次獲獎心中欣喜之餘更是感激。

 期貨自營商交易量鑽石獎

期貨交易輔助人交易量鑽石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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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名　國票綜合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資深協理陳其緯：

期貨自營商的角色在於提

供市場流動性，維持期權

價格的效率性並獲取合理

報酬。國票證券在期貨自

營業務耕耘多年，一直秉

持著市場責任積極參與期

貨市場各項商品業務，提

供市場投資人避險、套利

與投機交易的管道。近年來金融市場行情瞬息萬

變，市場避險需求大增，更需要期貨自營商居中

提供足夠的交易量，維持市場的穩定。此次能在

交易量競賽中名列前矛，代表國票證券多年來致

力於期貨自營業務發展，不論在團隊專業度、市

場參與積極度都有所成果。

第1名　統一綜合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第1名　群益期貨股份有限公司第1名　美林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林寬成：

金融市場波動帶動國內期

貨市場成交量持續增長，

五月份日均量更一舉突破

222萬口，創下單月歷史

新高，統一證券身為臺灣

期貨市場之參與者與有榮

焉！統一證券積極參與期

貨市場發展，透過各項投

資講座及活動，並宣導期貨交易各項功能、優點

及風險管理，教育交易人正確期權交易觀念，促

進國內期貨市場正向發展。隨著期貨市場交易制

度健全發展，商品種類更加多元創新，市場動能

及交易量日益提升，相信臺灣期貨市場定能具備

國際競爭力並持續穩健成長。

董事長李文柱：

群益期貨致力於為臺灣期

貨交易所中的各類商品提

供良好的流動性，希望在

追求公司獲利的同時，也

能給參與臺灣期貨交易所

的所有交易人，更公平穩

定的交易環境。目前群益

期貨除了在日夜盤臺指選

擇權商品有穩定的成交量，我們也持續調整其他

商品的造市效率，希望未來在造市時間及成交量

都能持續穩定提升，使交易人在選擇權市場都能

充滿信心。得獎就是肯定 !群益期貨將保持領先

的金融專業，持續為臺灣期貨市場做出貢獻。

總經理陳守輝：

美林證券股份有限公司很

高興獲得「第七屆期貨

經紀商交易量成長鑽石

獎」。我們相信臺灣期貨

交易所的認可反映出我們

對臺灣期貨市場及業務的

持續投入。我們的目標

一直是通過結合客戶化

諮詢、優質交易服務、嚴格的執行及管理，為我

們全球及本地機構投資者提供進入臺灣市場的機

會。隨著市場的 斷發展和增長，我們期待繼續與

臺灣期貨交易所合作。雖然 110年我們無法親自

 面，但再次感謝貴機構的肯定和表揚。最後，謹

祝各位身體健康、事事順心。

期貨交易輔助人交易量成長鑽石獎

期貨自營商交易量成長鑽石獎期貨經紀商交易量成長鑽石獎

第1名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第1名　台新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副總經理陳聖雄：

期貨市場是資本市場相當

重要的一環，臺灣期貨市

場不論是商品涵蓋廣度、

市場深度及交易時段，均

已與國際市場接軌、愈來

愈趨完善，也因此獲得交

易人的認同，臺灣期貨交

易量年年創下新高，繼去

年的榮景之後，今年全年交易量有望再創新高並

挑戰 4億口大關，且其中股票期貨交易量的成長

更是有目共睹。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很榮幸獲得銀

行業交易量鑽石獎的殊榮，未來中國信託商業銀

行也將繼續積極參與臺灣期貨市場並善用臺灣期

貨交易所各式金融商品。

資深副總經理郭松壽：

過去一年，COVID19 疫

情引起全球金融市場動

盪，股市波動尤其劇烈。

台新銀行交易團隊在股權

相關交易上採取嚴控風險

的紀律性操作，順利渡過

幾次大跌的難關。展望未

來，我們將持續朝量化交

易發展，除了臺灣期貨交易所的指數商品外，更

會擴展至個股期貨及選擇權，以期能在兼顧 定收

益成長及嚴控損益波動下，達成績效目標。台新

銀行也將持續參與臺灣期貨交易所的多元化商品

交易，和臺灣期貨交易所為臺灣期貨及選擇權市

場的茁壯一起打拼和努力。

銀行業交易量鑽石獎

銀行業交易量成長鑽石獎

第1名　元大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第1名　國泰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總經理鄭宗祺：

元大投信近年來致力擴展

ETF市場，長年深獲國內

外眾多獎項肯定，是國內

少數產品線已涵蓋股票、

債券、商品、外匯領域，

並搭配有槓桿、反向產品

的基金業者，不僅提供中

長期交易理財解決方案，

完整的產品線更滿足多元交易需求，加上深耕市

場教育推廣，交易人對於槓桿增益、反向避險策

略的操作熟悉度提高，相關產品交易量能提升，

未來元大投信將以資產管理領導品牌的角色，持

續推動市場蓬勃發展。

總經理張雍川：

國泰投信擁有多元完整產

品線，除推出臺灣加權槓

反、股利精選 30等 ETF

外，近年來更抓住新興投

資趨勢 -ESG、5G題材，

推出「國泰臺灣 ESG永

續高股息 ETF」及「國泰

臺灣 5G+ ETF」等商品，

成為市場焦點，國泰投信透過旗下共同基金適度

納入期貨避險，同時也透過槓反型 ETF致力協助

交易人規避市場風險，讓大眾有更多的投資選擇

去做多樣性的投資策略，國泰投信旗下連結臺灣

加權指數期貨與海外指數的商品也在這幾年快速

成長，資產規模和成交量更屢創新高。

證券投資信託事業交易量鑽石獎

證券投資信託事業交易量成長鑽石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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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屆期貨鑽石獎
特別報導

第1名　日盛證券股份有限公司第1名　國泰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第1名　元大證券股份有限公司第1名　統一綜合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程明乾：

感謝臺灣期貨交易所的肯

定 ! 近年來臺灣期貨市場

在主管機關推動下，各項

期貨和選擇權商品種類不

斷地順應市場需求而擴

增，在交易制度方面也力

求合理與公平性的建立，

以致在市場參與者、成交

量乃至未平倉規模均有蓬勃發展，可見到臺灣期

權市場在深度及廣度上都有顯著地提升。未來日

盛證券將持續響應臺灣期貨交易所政策，秉持金

融專業及創新精神，尋求交易上的精進，期盼業

務與市場皆能同步成長。

副總經理林士喬：

今年金融大環境雖然延續

去年資金寬鬆與經濟回復

的雙重利多，但本土疫情

的擴散，以及對 FED縮

表的擔憂，造成金融市場

數次的高度波動，在這過

程中，衍生性商品的靈活

度及充足流動性，正好可

以發揮很好的避險特性。展望未來，面對QE退場，

變種病毒威脅為經濟復甦帶來不確定性，國泰人壽

投資團隊將密切留意經濟回復力道及市場資金動能

的變化，持續在適當的時機運用各種避險策略，以

達到保護客戶及股東權益，永續經營的承諾。

總經理黃維誠：

元大證券長期擔任臺灣期

貨交易所各項期貨與選擇

權商品的造市商，致力於

提供合理的價格與充足的

流動性給臺灣市場的交易

人，在臺灣選擇權上市與

造市商制度推出滿 20週

年之際得到這個獎項，對

元大證券別具意義。近年來臺灣期貨交易所持續

精進並與國際接軌，109年在全球商品交易所的

排名也躍居第 18名，元大證券身在其中，與有榮

焉，未來元大證券將持續在衍生性商品上積極推

廣，與臺灣期貨交易所合作提供交易人更便捷的

海外標的交易管道。

董事長林寬成：

受疫情影響，全球經濟與

金融市場波動劇烈，此時

期貨市場之避險增益與價

格發現功能，更加彰顯期

貨交易在金融市場之重要

影響與存在價值。統一證

券操作團隊積極運用期

貨、選擇權進行各項策略

組合與搭配現貨套利，同時也為股票自營、權證

及 ETN等業務從事避險交易，調節與管控各項業

務風險，公司獲利得以穩健增長。展望未來，期

盼臺灣期貨交易所能持續推陳各項新商品，擴大

國內期貨市場之廣度與深度，相信臺灣期貨市場

必定愈加活絡及蓬勃發展。

證券業交易量成長鑽石獎保險業交易量鑽石獎

造市績效鑽石獎證券業交易量鑽石獎

永豐期貨股份有限公司（期貨經理事業） 澳帝華期貨股份有限公司

總經理林家進：

感謝臺灣期貨交易所對於

期貨經理事業的鼓勵與扶

植，永豐期貨很榮幸地連

續四年獲得肯定，倍感

殊榮，也非常感謝期貨公

司和證券母公司的全力支

持，希望藉由鑽石獎的激

勵提升業界信心，共同努

力健全期貨資產管理的發展。最後感謝所有共同

奮鬥的通路夥伴和期貨同仁，以及一路支持期貨

經理業務的客戶，沒有大家的努力付出，就沒有

現在的永豐期經，未來我們仍會致力於發展有安

全感的期貨資產管理投資，期許能持續為期貨市

場貢獻心力。

總經理熊怡婷：

澳帝華期貨很榮幸再度獲

得臺灣期貨交易所頒發之

期貨市場推廣鑽石獎之殊

榮，感謝主管機關、臺灣

期貨交易所、期貨公會和

其他相關單位長期致力於

市場發展並擴大規模，使

得臺灣期貨暨選擇權市場

不僅是國內避險與交易的重要管道，更是全球衍

生金融市場中不可或缺的一環。因此澳帝華集團

除積極參與全球各大市場，也以促進市場發展的

集團精神長期配合臺灣期貨交易所的相關制度與

措施，爾後也會持續努力，攜手同業先進合力推

廣臺灣期貨市場。

期貨市場推廣鑽石獎

事業類別 獎項名稱 名次 得獎公司 /基金 /法人機構

期貨業

期貨經紀商交易量鑽石獎

1 元大期貨股份有限公司

2 凱基期貨股份有限公司

3 群益期貨股份有限公司

期貨交易輔助人交易量鑽石獎

1 永豐金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2 元大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3 群益金鼎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期貨自營商交易量鑽石獎

1 元大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2 凱基期貨股份有限公司

3 國票綜合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期貨經紀商交易量成長鑽石獎 美林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期貨交易輔助人交易量成長鑽石獎 統一綜合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期貨自營商交易量成長鑽石獎 群益期貨股份有限公司

證券投資信託事業
證券投資信託事業交易量鑽石獎 元大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證券投資信託事業交易量成長鑽石獎 國泰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銀行業
銀行業交易量鑽石獎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銀行業交易量成長鑽石獎 台新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保險業 保險業交易量鑽石獎 國泰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證券業
證券業交易量鑽石獎 統一綜合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證券業交易量成長鑽石獎 日盛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造市者 造市績效鑽石獎 元大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其他法人機構 期貨市場推廣鑽石獎 永豐期貨股份有限公司、澳帝華期貨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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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點透視

Features

項目 規劃內容

運作方式
 新進買進委託可能成交價格高於即時價格區間上限→退單

 新進賣出委託可能成交價格低於即時價格區間下限→退單

即時價格區間上、

下限計算公式

 即時價格區間上限 =基準價＋退單點數

 即時價格區間下限 =基準價－退單點數

基準價 1.前一筆有效成交價 2.有效委買委賣中價 3.期交所決定

退單點數

計算方式

 單式月份

• 黃金期貨、臺幣黃金期貨：該期貨最近到期契約最近之每日結算價×2%

• 布蘭特原油期貨：該期貨最近到期契約最近之每日結算價×3%

 跨月價差

• 黃金期貨、臺幣黃金期貨：該期貨最近到期契約最近之每日結算價×2%

• 布蘭特原油期貨：該期貨最近到期契約最近之每日結算價×3%

適用時段 盤中逐筆撮合時段適用，開盤集合競價時段不適用

各委託條件處理

 當盤有效、立即成交否則取消：

可能成交價在上（下）限內之口數可成交，其餘口數退單

 全部立即成交否則取消：

只要有一口可能成交價高（低）於上（下）限，則整筆委託退單

期交所商品類期貨包含黃金期貨、臺幣黃

金期貨及布蘭特原油期貨，該等商品已設置有三

階段漲跌幅機制，黃金期貨、臺幣黃金期貨為

±5%、±10%、±15%三階段漲跌幅，布蘭特

原油期貨則為±5%、±10%、±20%三階段漲

跌幅，在多數情況下，市場將於第一階段±5%

漲跌幅內成交，對於市場價格穩定，已具一定程

度之保護效果，未來動態價格穩定措施上線後，

將更進一步提高價格穩定功效，保護市場參與者。

商品類期貨適用動態價格穩定措施介紹

運作方式

商品類期貨動態價格穩定措施之運作方式，規

劃與現行國內、外股價指數期貨作法相同（表 1），

即針對每一新進委託（包含限價、市價及一定範

圍市價委託）逐一進行檢核，期交所依委託單進

入交易系統之委託簿狀況，計算該筆委託可能成

交價格。倘該筆委託為買進委託，其可能成交價格

高於即時價格區間上限，則將該筆委託予以退單；

倘該筆委託為賣出委託，其可能成交價格低於即時

價格區間下限，則將該筆委託予以退單，若為低價

買單及高價賣單則不會退單（如下圖）。

另若該筆買進（賣出）委託之委託條件為當

盤有效、立即成交否則取消，則該筆買進（賣出）

委託之可能成交價在即時價格區間上（下）限內

之口數可成交，其餘口數退單；若該筆買進（賣

出）委託之委託條件為全部立即成交否則取消，

則該筆買進（賣出）委託中只要有一口之可能成

交價高（低）於即時價格區間上（下）限，則整

筆委託退單。

商品類期貨適用動態價格穩定措施介紹

即時價格區間上、下限計算公式規劃與現行

國內、外股價指數期貨作法相同，計算公式如下：

•  即時價格區間上限 =基準價＋退單點數

•  即時價格區間下限 =基準價－退單點數

基準價決定方式

基準價選取順序規劃與現行國內、外股價指

數期貨作法相同，依序為：（1）前一筆有效成交

價；（2）有效委買委賣中價；（3）若無前述（1）

（2）價格時，由期交所參考相關價格決定之。另

動態價格穩定措施基準價係於盤中依市場各項狀

況即時計算，故基準價於盤中將隨市況變動。

期交所計算基準價時，首先會判斷是否有前

一筆有效成交價，如果符合以下各項條件時，則

以前一筆有效成交價作為基準價：

•  有效成交價之成交時點與決定基準價時點間隔時

間應小於一定秒數。

•  有效成交價應介於有效委買委賣報價中價加減一

定範圍。

•  有效成交價與期交所參考相關商品所計算出價格

之差異，應小於一定比率。

若前一筆成交價不符前述條件，期交所會判

斷是否具有有效委買委賣中價，如果符合以下各

項條件時，則以有效委買委賣中價作為基準價：

商品類期貨
適用動態價格穩定措施介紹

文／顏榮邦（期交所交易部經理）、陳柏璋（期交所交易部專員）

表 1：商品類期貨動態價格穩定措施相關規劃內容

圖：退單價格區間示意

即時價格區間上限

即時價格區間下限

低買 :買進委託可能成交價
格低於區間下限，不退單

高賣 :賣出委託可能成交價
高於區間上限，不退單

賣出委託可能成交價格低於
區間下限，予以退單買進委託可能成交價格高於

區間上限，予以退單

為強化期貨市場價格穩定功能，臺灣期貨交易所近年陸續將各類商品適用動態價格穩定

措施，現行期貨商品中，包含國內、外股價指數期貨、匯率期貨、ETF期貨及個股期貨均已適

用動態價格穩定措施，僅商品類期貨尚未適用，為逐步達成所有商品均適用動態價格穩定措

施之目標，期交所預計於今年12月推動商品類期貨動態價格穩定措施上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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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買委賣報價中價計算係採委託量加權平均委買

委賣中價，委買委賣量需符合一定口數。

•  委託量加權平均委買價格與委賣價格之差距需小

於一定範圍。

•  有效委買委賣中價與期交所參考相關商品所計算

出價格之差異，應小於一定比率。

若不符前述條件，則無有效委買委賣中價。

若無前一筆有效成交價，亦無有效委買委賣中價，

期交所會參考相關商品價格，決定適當之基準價。

一般狀況下可參考國際上交易活絡之黃金期貨以

及布蘭特原油期貨相關交易價格（表 2），例如

芝加哥商業交易所（CME）的黃金期貨及洲際交

易所（ICE）的布蘭特原油期貨等相關商品，其交

易量為現行國際上同類產品中最大者，參與者眾

多交易價格相對具代表性。

退單點數計算方式及退單百分比

現行國外股價指數期貨、匯率期貨等商品退

單點數，採「該期貨最近到期契約最近之每日結

算價×退單百分比」公式計算，商品類期貨將規

劃比照前述作法。在退單百分比方面，考量黃金

期貨波動水準與股價指數期貨接近，黃金期貨、

臺幣黃金期貨單式月份契約退單百分比，規劃比

照大多數股價指數期貨採 2%，另考量布蘭特原

油期貨波動水準高於一般股價指數期貨商品，故

布蘭特原油期貨單式月份契約退單百分比規劃採

3%，實際退單百分比將待核准後公告。

在商品類期貨跨月價差退單百分比方面，

理論上商品類期貨因持有成本（倉儲、保險等）

因素，較遠月份契約價格應高於較近月份契約，

但實務上各到期契約價格受市場實際供需狀況影

響，有時較遠月份契約價格大於較近月份，有時

較近月份契約價格大於較遠月份，跨月價差價格

變動幅度較一般股價指數期貨大，故黃金期貨、

臺幣黃金期貨跨月價差退單百分比規劃採 2%，

布蘭特原油期貨跨月價差退單百分比規劃採 3%，

實際退單百分比將待核准後公告。

特殊市況處理：

放寬退單點數及暫停動態價格穩定措施作法

期交所規劃針對黃金及布蘭特原油分別設置

衡量市場波動之指標，作為量化放寬指標，當相

關波動指標達預設標準時，將自動放寬即時價格

區間上限或下限（原則上放寬退單點數為原標準

之 2倍），黃金期貨、臺幣黃金期貨之量化指標

主要觀察國際黃金期貨市場波動，布蘭特原油期

貨之量化指標主要觀察國際布蘭特原油期貨市場

波動，兩者獨立運作。

此外尚有質化放寬、暫停等措施，即期交所

為因應特殊狀況發生，保有人工介入放寬退單點

數或暫停動態價格穩定措施之彈性，倘盤中監控

動態價格穩定措施運作狀況時，發生需人工調整

之特殊狀況，期交所將進行相應之處理。

買進 委託價 賣出

1855 19

1850 17

1845 20

1843 15

1842 1

1 100.5

10 1805

15 1804

10 1803

20 1802

10 1801

即時價格
區間上限
1841點

市價買單
(可能成交價 1842點 )

黃金期貨
即時基準價 1805點

退
單

即時價格
區間下限
1841點

市價賣單
(可能成交價 1840點 )

布蘭特原油期貨
即時基準價 1898點

退
單

買進 委託價 賣出

1902 19

1901 17

1900 20

1899 15

1898 10

1 1840

15 1839

10 1835

20 1830

10 1820

交易所、商品名稱

日均量（單位：口）

109年 110年 1-6月

CME黃金期貨 308,804 255,658

ICE布蘭特原油期貨 841,921 913,314

表 2：國際上黃金期貨、布蘭特原油期貨交易量

範例說明

案例1

假設期交所黃金期貨最近月契約最近之每日

結算價為 1,800點、基準價為 1,805點，退單百

分比為 2%，即時價格區間上、下限分別為 1,841

點（=1805+（1800×2%））及1,769點（=1805－

（1800×2%）），若交易人以市價委託買進 1口，

此時委託簿如下，該筆委託可能成交價格為 1,842

點，高於上限 1,841點，則該筆委託將被退單。

結語

期交所商品類期貨即將於今年第 4 季適用

動態價格穩定措施，上線後所有期貨商品均已

納入動態價格穩定措施適用商品，未來期交所

將持續推動至其他選擇權商品，以強化期貨市

場價格穩定功能；此外，動態價格穩定措施雖

可提供一定程度之價格穩定功能，惟交易人買

賣仍應注意委託價格合理性及下單當時市場流

動性，避免以過度偏離市場行情之價格進行委

託；另期交所可能因市況放寬退單點數，或因

特殊狀況導致暫停動態價格穩定措施，交易人

下單時應以符合市場行情價格進行委託，不宜

完全依賴動態價格穩定措施。

案例2

假設期交所布蘭特原油期貨最近月契約最近

之每日結算價為 1,900點、基準價為 1,898點，

退單百分比為 3%，即時價格區間上、下限分別為

1,955 點（=1898+（1900×3%）） 及 1,841 點

（=1898－（1900×3%）），若交易人以市價

委託賣出 1口，此時委託簿如下，該筆委託可能

成交價格為 1,840點，低於下限 1,841點，則該

筆委託將被退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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店頭衍生性金融商品
集中結算之

違約處理程序
文／許鈴佩（期交所結算部經理）、陳翊鳳（期交所結算部專員）

國際監理組織對違約處理程序之規範

依據國際清算銀行支付及結算系統委員

會（Committee on Payment and Settlement 

Systems，CPSS） 暨 國 際 證 券 組 織 委 員 會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of Securit ies 

Commission，IOSCO）聯合於2012年發布之「金

融市場基礎設施準則（Principles for Financial 

Market Infrastructures，PFMI）」，金融機構應

制定妥適違約處理程序，以強化金融機構對違約

事件之風險承受能力，規範重點摘述如下：

一、金融機構之違約處理程序，應確保於參與者

發生違約事件時，金融機構仍可持續正常運

作，並採取適當避險措施以降低金融機構及

非違約參與者之損失，審慎循序處理違約參

與者之部位。店頭衍生性金融商品集中結算

機構得與參與者事先約定透過拍賣方式處理

違約參與者之部位。

二、金融機構應維持充足之財務安全防衛資源，

以因應參與者可能之違約風險，並確保於違

約事件發生時，仍具有足夠之流動性資源，

可及時完成結算交割。金融機構應制定明確

可靠之財務安全防衛資源回充機制，於違約

處理完成後適當時限內，補充其耗用之資源，

俾維繫其營運之穩健性。

三、金融機構應至少每年一次，或於其違約處理

程序有重大改變時，對參與者進行違約處理

演練（例如拍賣），藉由違約處理演練，評

估其違約處理程序之妥適性，並使參與者熟

悉違約處理程序。

國際主要結算機構之違約處理程序簡介

倫敦結算所（LCH）、日本證券結算公司

（JSCC）、韓國交易所（KRX）及香港場外結算

2008 年金融海嘯後，為強化店頭衍生性金融商品之監管，國際主要結算機構陸續依

國際監理機關之要求，建置標準化店頭衍生性金融商品集中結算機制（以下簡稱店頭集中

結算機制）。由於店頭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不若期貨交易具有集中交易之公開市場，若店

頭衍生性金融商品之結算會員發生違約，結算機構無法透過集中交易市場對違約結算會員

之未沖銷部位進行反向部位沖銷，因此，結算機構如何對店頭衍生性金融商品違約結算會

員之未沖銷部位進行處理，降低違約損失，減少結算機構財務安全防衛資源之耗用，實為

店頭集中結算機制之重要環節。本文將說明國際主要店頭衍生性金融商品集中結算機構之

違約處理程序。

圖 1：店頭衍生性金融商品集中結算之違約

所（HK OTC Clear）等國際主要結算機構之違約

處理程序，皆遵循 PFMI制定之準則，採取一致

性作法（圖 1）。

於違約發生後，召集違約處理小組

結算機構於結算會員發生違約情事後，召集

違約處理小組（Default Management Group， 

DMG），由違約處理小組作為結算機構違約處理

之諮詢單位，對違約部位之避險策略、拍賣方法

及損失控管等事項提出建議。

違約處理小組成員，由結算機構及結算會員

推派於相關商品交易與風險控管具備實務經驗之

代表組成，結算機構亦得請違約結算會員指派代

表參與違約處理小組，以進行必要協助。

未違約客戶部位及保證金移轉（Porting）

結算機構依循「歐洲市場基礎設施監管條例

（European Market Infrastructure Regulation，

EMIR）」第 48條規定，未違約客戶得將其部位

及保證金移轉至客戶指定之其他結算會員，於客

戶指定之移入方結算會員同意受理移轉後，依結

算機構規定方式辦理移轉；若未違約客戶未能於

結算機構規定時限內完成移轉，結算機構得終止

該等客戶部位。

未違約客戶部位及保證金移轉期限，LCH規

定應不少於 1日，HK OTC Clear規定為違約發

生日次一營業日下午 5時前，JSCC規定為違約

發生日次二營業日之下午 2時前，KRX則訂為違

約發生日起至第 15日止（該期間內結算機構得代

理違約結算會員辦理客戶集中結算）。

1

25

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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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違約結算會員部位進行避險交易

（Hedging）

結算機構得諮詢違約處理小組，適時對違約

結算會員部位進行避險交易，以降低違約結算會

員部位之市場暴險，減少財務安全防衛資源耗用，

並有助取得較佳之拍賣價格，降低拍賣得標結算

會員承接部位之風險。結算機構進行避險交易之

交易對手，主要為非違約之結算會員。

對違約結算會員部位及避險交易進行拍賣

（Auction）

違約結算會員部位（包含自有部位及未移轉

之客戶部位）及避險交易部位，由結算機構以拍

賣方式，決定承接該等部位之結算會員人選。結

算機構得諮詢違約處理小組，依商品、幣別及風

險屬性分別建構拍賣組合，由具參與拍賣義務之

非違約結算會員進行投標。為激勵結算會員積極

參與拍賣，結算機構得以非違約結算會員參與拍

賣情形，決定其交割結算基金支應違約損失順序。

若結算機構未收到足夠之標單，或因其他作

業面或技術面問題，導致拍賣失敗，結算機構得

分拆或合併不同拍賣組合再進行次輪拍賣，直到所

有拍賣組合均完成拍賣。若違約結算會員部位多次

拍賣失敗，結算機構認定無法以拍賣方式處理時，

結算機構得諮詢違約處理小組，將該等拍賣失敗部

位進行多邊提前終止（Partial Tear-up）。

違約損失分擔（Default Waterfall）

依循 EMIR第 45條規範，結算機構支應違約

損失時，先以違約結算會員結算保證金及交割結算

基金（Default Fund）等財務安全防衛資源支應。

若違約結算會員財務安全防衛資源仍有不足時，則

以結算機構賠償準備金及非違約結算會員交割結算

基金等財務安全防衛資源支應，於動用非違約結算

會員交割結算基金前，應由結算機構之賠償準備金

先行承擔違約損失（Skin in the game）。倘結算

機構賠償準備金及非違約結算會員交割結算基金

仍不足以支應，再以其他非違約結算會員額外分

擔金額（Member Assessment）支應（圖 2）。

焦點透視

Features

於動用非違約結算會員交割結算基金支應違

約損失時，結算機構得按非違約結算會員參與拍

賣之結果，決定其交割結算基金支應違約損失之

順序，各順位排序原則如下：

•  第一順位：

結算會員為義務拍賣參與者，卻未參與投標，

或投標價顯著偏離市價。

• 第二順位：

結算會員為義務拍賣參與者，參與投標但未得

標。

• 第三順位：

結算會員為義務拍賣參與者，且成功得標。

倘財務安全防衛資源不足以支應違約損失，

結算機構得啟動復原及處置程序（Recovery and 

Resolution Plan, RRP），以非違約結算會員變

動保證金獲益折扣法（Variation Margin Gains 

Haircutting，VMGH）或非違約結算會員自願性

繳存資金（Voluntary Recap）等方式支應違約

損失。

結語

近年來各國陸續推動店頭集中結算機制， 包

含歐美等先進國家，及與我國相鄰之日本、香港

及韓國等皆陸續建置店頭集中結算機制，以降低

系統性風險。為接軌國際趨勢，強化我國金融基

礎建設，降低金融機構資本計提及成本，健全整

體金融市場發展，期交所刻正建置店頭集中結算

機制。

結算機構風險控管及財務安全防衛機制，為

運作店頭集中結算穩固之基石，為確保發生結算

會員違約時，結算機構能持續履行結算交割之責

任，並有足夠資源支應違約損失，降低違約事件

對市場衝擊及影響，期交所依循國際監理規範，

參酌國際主要結算機構之違約處理程序，制定店

頭集中結算之違約處理程序，以強化結算機構風

險承受度，維護整體金融市場之穩定與安全。

圖 2：店頭財務安全防衛資源與復原及處置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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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點透視

Features

期貨市場模擬交易之
程式交易介紹

競賽活動除支援 Web、APP下單外，另考

量校園年輕人學習期貨程式交易者逐年增加，第

二階段活動新增「程式交易」下單委託，包括

MultiCharts、Python API及 Excel VBA。活動競

賽成績以「累積報酬率」及「夏普比率」兩項指

標計算，其中夏普比率代表「在承受 1%的風險

下，能得到多少報酬？」，亦即競賽成績同時考

慮報酬及風險，期盼參賽者在可承受的風險下，

追求穩定獲利的交易模式。

競賽交易平臺

競賽交易使用期交所虛擬交易所「縱橫期海

Try Try看－大專院校模擬交易競賽」平臺（https://

sim.taifex.com.tw/tournament/sim/game）， 採

即時行情模式，支援平臺如下 :

•  Web下單：

本競賽活動交易平臺

•  APP下單 : 

下載「期交所虛擬交易所 App」，選擇「縱橫

期海 Try Try看－大專院校模擬交易競賽」。

•  程式交易下單：

使用 MultiCharts、Python API、Excel VBA

下單。

競賽交易商品

活動競賽商品為期交所虛擬交易所之下述四

類商品：

一、臺股期貨（限近月及次近月契約）。

二、小型臺指期貨（限週契約、近月及次近月契約）。

三、臺指選擇權（限週契約、近月及次近月契約）。

四、股票期貨（特定造市標的之近月及次近月契約）。

競賽時段

本次競賽活動僅支援一般交易時段（日盤）

下單，不包含盤後交易時段（夜盤）。

競賽帳戶資金

每參賽帳號起始資金為新臺幣 500萬元，所

有交易成本、保證金及交易損失均由此支應，參

賽者需進入交易競賽網站點選「帳戶出入金」，

將虛擬銀行帳戶之新臺幣 500萬元轉帳至新臺幣

保證金帳戶，完成入金後始可進行交易。

競賽帳務及交易紀錄

活動競賽網站提供帳戶資料（帳戶餘額、保

證金帳戶）、委託明細（未成交、今日委託、歷

史委託）、交易紀錄（未平倉、今日已平倉、歷

文／高隆樺（期交所資訊規劃部經理）、林瑞程（期交所資訊規劃部專員）

圖 1：程式交易工具安裝畫面

圖 2：聯絡客服

史已平倉）。參賽者亦可於競賽網站參賽帳號下

設定電子郵件以收取買賣報告書。

程式交易工具支援

參 賽 者 使 用 程 式 下 單 需 配 合 於 個 人

電 腦 安 裝 程 式 交 易 介 接 軟 體 TAIFEX-TC

（TOUCHANCE），目的為介接競賽活動所支

援之程式交易工具（MultiCharts、Python API、

Excel VBA），並接收行情報價及交易資訊傳輸：

•  MultiCharts:

支 援 MultiCharts 9 以 上 版 本。 請 先 安 裝

MultiCharts，然後才能安裝 TAIFEX-TC，以利

MultiCharts與 TAIFEX-TC整合。

•  Python API:

支援 Python 3.6.7版本。

•  Excel VBA:

支援 Microsoft Excel 2013以上版本。

有關更詳細之程式交易說明請參閱競賽網站

主頁之「TAIFEX-TC手冊」（圖 1）：

https://touchance.gitbook.io/taifex-tc/。

程式交易競賽客服

競賽期間若遇程式交易相關問題請於競賽活

動網站點選「聯絡客服」（圖 2），服務時間為交

易日 08:30 ~ 17:30，歡迎多加利用。

結語

「縱橫期海 Try Try看－大專院校模擬交易競

賽 Part II」，競賽活動期間所提供之即時行情資

訊僅為模擬交易之用，參賽者相關交易帳戶及交

易成交情形均於模擬環境下所為，非真實交易市

場，倘須將模擬交易策略運用於真實交易，應審

慎評估。

期交所於今年上半年成功舉辦期貨市場模擬程式交易競賽活動後，再於9月份推出「縱

橫期海Try Try看－大專院校模擬交易競賽Part II」，目的為使校園年輕人可透過模擬交易，

增進期貨專業知識並瞭解期貨交易風險控管之重要性，及培育未來期貨操盤人才，爰以教育

為出發點，舉辦競賽活動（請參閱活動網站: https://www.taifex.com.tw/eventTryTryp2/

ind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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宅經濟推動多元身分認證

根據東方線上消費者研究集團今年針對消費行

為的調查，和過去相比，在家時間延長超過一小時

的消費者，在平常日就有 42%，且平均增加時數

為 3.9小時。換句話說，這 42%的消費者乎是一

下班就直接回家，沒再出門。這樣的人數比例在假

日更為明顯，在家時間延長超過一小時的消費者高

達 54.4%，且平均時間增加了 4.4小時。消費者宅

在家，不代表不消費，許多傳統的臨櫃業務，也包

括金融產業，被逼著要儘快改變型態，如：保險業

的親晤親簽、線上股東會等都以最快的速度上路。

以保險業而言，主要銷管通路是透過業務員進

行要保，因為無法面對面做到親晤親簽，在這波疫

情衝擊下影響甚大。政府機關因應疫情，公佈產壽

險暫行措施，開放保險業以視訊辦理投保，已有國

泰人壽、中國人壽、富邦人壽、新光人壽等業者獲

准試辦遠距投保業務項目，用視訊替代親晤，也採

了一些簡便的方法來取代客戶在紙本文件上簽名。

為降低業務員及客戶的接觸傳染機會，這些措施可

能不會只是暫行，即使「降級」後仍然會持續沿用。

股東會的召開，因為不開放室內群聚被迫找尋

新出路。政府機機因應疫情開放線上股東會，並責

成集保公司提供平臺，據悉，金管會與經濟部正研

議線上股東會成疫後常態。證期局指出，2022年

是否開放線上股東會涉及兩個層面，第一，公司法

須先修正通過，權責在經濟部；第二，若公司法修

正通過，金管會將配合修訂配套法規。已請集保結

算所參考國外作法及專家意見，研議配套措施中。

遠距辦公、或分流上班是許多公司在疫情期間

採用的因應措施。但對於需要在合約或文件上的簽

名或蓋章，以及公文流程中的簽署，並不是都能用

email寄來寄去後，回個”同意”就行。甚至和客

戶往來文件或報價單，以往透過傳真，或印出紙本

簽名後再傳回去，這樣的行為也因為在家上班變得

沒那麼容易。因為，並不是每個人家裏都有傳真機

或印表機；甚至，走到樓下的超商使用 KIOSK進

行傳真也在接觸風險的擔憂下而不再那麼方便。

身分認證機制的多元發展在疫情前就已啟動，

包括自然人憑證、金融卡、網銀帳密、金融憑證、

行動電話認證等都已分別在不同場域應用。但在宅

經濟趨勢下，多元的身分認證需求再度推升，並開

始採納更多工具，例如利用手指在手機螢幕簽名來

自今（2021）年5月19日起，臺灣因為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升溫，政府提升至

三級防疫警戒，連帶衝擊各產業營運，也讓餐飲、旅遊、零售等業者受到極大的影響。不

過， 因為減少出門，創造出的遠距需求，大力推動了身分認證的需求。緊接而來的是，在

免接觸的前提下，如何隔著螢幕去確認使用者身分以及做到文件簽署，甚至進而做到資料分

享，應該還有一些課題要思考。

關鍵看法

Dialogue

取代紙本簽名。這些工具的訴求強調的是便利性，

容易上手，但嚴謹及安全似乎還未通過足夠的考

驗。另一個帶動的，是經過身分認證後的文件簽

署。這二件事，其實和保險業常提的「親晤」、「親

簽」概念相同，人員面對面進行確認身分，改成透

過網路實名認證；而直接在文件上的簽名，則轉換

成透過網路或行動裝置進行電子簽署。這些作業，

坦白說也是金融科技共同的需求。

多元身分認證機制的信賴水準如何衡量

疫情來臨刺激了數位升級的機會，新興的身

分認證工具也為了讓更多人願意使用而強調便利

性，但數位攻擊所帶來的網路威脅從來沒有停歇。

資安廠商 Check Point研究指出，居家辦公使五月

份亞太區的網路攻擊，較去（2020）年同期暴增

168%。顯示除了便利外，安全及信賴問題不容忽

視，否則可能成為數位浪潮推動下的破口。那麼，

我們該如何選擇適當的身分認證工具，有沒有適當

的評量標準？

為了衡量不同的認證工具受信賴的水準，

可以參考一些國際的標準，如：ISO或 NIST。

ISO 29115 Entity Authentication Assurance 

Framework（個體身分認證信賴架構，簡稱

EAAF）， 依 登 錄（Enrollment）、 信 物 管 理

（Credential management）、個體驗證（Entity 

authentication）三個階段來評量不同身分認證工具

的信賴水準（Levels of Assurance,簡稱 LoAs），

每個階段分為 LoA1至 LoA4四個等級如（表 1），

總評後會有一個信賴水準，也分四個等級。企業可

以依所要採用的應用，去選擇對稱風險的身分認證

工具。

而 NIST 800-63 標 準 則 分 為 登 錄 標 準

（Identity Assurance Levels，IAL）以及驗證標準

（Authentication Assurance Levels，AAL）， 分

別為 IAL1至 IAL3以及 AAL1至 AAL3等三級，

NIST及 ISO二種標準的分級比較可參考（圖 1）。

經過實名認證後，接下來可能會有文件簽署

的需求。電子簽章法施行多年，當中定義了數位簽

章，以及電子簽章二種方式（表２，見下頁）。數位

簽章明確定義使用憑證，過去在金融業使用較廣，

包括在技術、主管機關、國際標準、公會規範中均

有清楚的規範可遵循。電子簽章並未被明確定義，

但要求必須可以證明簽署人的資格及文件的真偽

表 1：ISO 29115 Levels of assurance（出處 :TWCA整理）

信賴等級 （LoA） 說明 （對所驗證之身分的可信度）

LoA1 （Little or no） 少許或沒有可信度可言

LoA2 （Some） 具某種程度的可信度

LoA3 （High） 高可信度

LoA4 （Very high） 極高可信度

身分認證之多元發展－
淺談身分識別、文件簽署

及資料分享
文／連子清（臺灣網路認證公司TWCA 產品總監）

圖 1：ISO及 NIST信賴水準的分級對應
（出處 :TWCA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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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內容沒有被竄改），新興技術有許多號稱使用

電子簽章，最大的問題是沒有標準、也沒有明確定

義誰來驗證，這可能是後續主管機關在規範或法規

上可以調整的方向。

同一金控的資料如何分享?

在今年 5月的臺灣 2021銀行論壇，與會的金

融業者紛紛反應，按現行法規，即使是同一金控集

團，若在子公司證券開了戶，到另一子公司銀行或

保險，還是要提供一份資料，對於金融科技的推展

非常不便民。歐盟的「一般資料保護規則」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簡稱 GDPR）提出資

料可攜權也是因為遭遇相同問題，當中提到幾個

角色：資料主體（或稱當事人，Data Subject）、

資料控管者（Data Controller，指和當事人經明確

關鍵看法

Dialogue

同意或契約關係後，具有資料控管權利）、共同資

料控管者（如果當事人同時和幾個資料控管者建立

同意或契約關係，這些控管者都對資料具有控管權

利）、資料處理者（Data Processer，接受資料控

管者委託處理資料者）。

金控內的資料如果要分享，可以採取幾種作法：

第一、授權索取：由於資料是由當事人和資料控管

者 A建立關係的，如果新的資料控管者Ｂ要取得個

人資料，必須先取得當事人同意，Ａ收到Ｂ的請求

後，要確認當事人的授權及Ｂ的身分。第二、共同

控管：當事人同時和Ａ及Ｂ建立關係，Ａ和Ｂ可以

視為共同資料控管者，都具有使用資料的權利。但

前述方案在實務上都不好應用，授權索取的方式會

面臨Ａ不易確認Ｂ提供的當事人授權，以及新的資

料控管者Ｂ不易確認當事人身分。共同控管則比較

適合在全新的應用場景下，由當事人同時向Ａ和Ｂ

約定資料使用權利，如果當事人已是 A的客戶，Ｂ

要取得資料還是得採取授權索取的方式。

為了解決前二種方式遭遇的問題，我們建議第

三種方式：申請交付。係由當事人自己向原資料控

管者Ａ申請個人資料，由當事人自行轉交給指定的

資料控管者Ｂ。這種方式和 GDPR提出的資料可

攜權概念相同，不過為了方便資料能以自動化手段

進行處理，GDPR還規範資料主題應有權以結構的

（Structed）、廣泛使用的（Commonly used）、

機器可讀的（machine-readable）及可共同操作的

格式（interoperable format）接收其提供予控管者

之資料。透過統一的數位化格式，可以讓申請交付

的流程更順暢，而新的資料控管者也可以方便的運

用取得的資料。三種方式的比較及示意圖如（圖2）。

表 2：電子簽章 vs 數位簽章（出處 :TWCA整理）

圖 2：資料分享的三種方式比較（出處 :TWCA整理）

電子簽章 數位簽章

定義

沒有明確定義。必須可以證明簽署人的資格及

文件的真偽（指內容沒有被竄改），滿足前述

要件所使用的技術都可稱為電子簽章。

有明確定義。必須使用私鑰和文件內容產生關

連性，產生電子簽章，事後可以用公鑰驗證。

實務上的

運作及遭

遇的困難

• 技術：目前尚無適當技術可滿足要求，市場上

目前仍以憑證為主要產品。

• 因為沒有明確定義使用的技術，目前沒有明確

的主管機關、國際標準、市場規範可遵循，市

場上某些廠商宣稱的電子簽章若非使用憑證技

術，很難證明是否滿足法規要求。

• 技術：數位簽章就是以憑證產生的電子簽章。

• 主管機關：發行憑證的憑證機構必須由經濟部

審核通過憑證實務作業基準並對外

公告。

• 國際標準：憑證所採用的X.509格式及RSA等

技術均有國際標準，憑證機構也能

透過webtrust for CA（外部稽核） 

等認證證明作業的嚴謹性。

• 市場規範：包括銀行、保險、證券等同業公會

均明訂憑證所需之要求，如：金鑰

長度，金鑰產生技術等。

結語

身分認證是所有非接觸商機的基礎建設，透過

確實的身分認證，我們才能確保接下來的文件簽署、

資料分享是否在一個具備信賴的基礎上進行。因應

市場的需求，多元的身分認證服務需求方興未艾，主

管機關應秉持開放、技術中立、公平的原則協助相關

單位制定在風險分級下建議適用的身分認證工具準

則。在文件簽署上，新興的技術不斷出現，不過為免

日後涉及糾紛，可以適度在電子簽章上給予更明確的

指引。最後，資料分享將是多元身分認證發展後的必

然趨勢，文中提的三種方式：授權索取、共同控管、申

請交付，各有優缺點，但申請交付的方式，看來能在

不涉及法規下立即進行。也可以參考GDPR的規範，

制定可共同操作的資料交換格式，將更有利於金融科

技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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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防衛機制－
斷線後自動刪單功能介紹

文／顏榮邦（期交所交易部經理）、王瀚濃（期交所交易部業務員）

斷線後自動刪單功能

Cancel on Disconnect（COD）

當期貨商端與交易所端的連線意外中斷，在及

時重新連線之前，期貨商將無法修改已經送至交易

所的委託單，此時若市況出現波動，這些委託單可

能意外成交，造成虧損。有鑑於此，國際上許多交

易所開放期貨商使用 COD，當期貨商與交易所的

連線中斷時，交易所將立即刪除當日已經收到的該

期貨商所有委託單，並且直到重新連線之前，不再

接受該期貨商的新進委託單，以降低期貨商意外斷

線帶來的交易風險。

哪些交易所提供 COD？

目前國際主要交易所大多都有提供 COD，例

如美洲的芝加哥商品交易所（CME）、芝加哥選

擇權交易所（CBOE）、多倫多交易所（TSX）；

歐洲的歐洲交易所（Eurex）、泛歐交易所

（Euronext）及倫敦交易所（LSE）；亞洲的香港

交易所（HKEX）、新加坡交易所（SGX）及日本

交易所（JPX）等皆有提供。

COD如何運作？

為偵測期貨商是否正常與交易所連線，交易

所將持續發送測試訊息（Test Request）給期貨

全球趨勢

Global outlook

近年來由於電腦技術的快速發展，交易形式已與過去有相當大的差異。程式交易與高

頻交易的出現，引入許多新形式的交易策略，卻也衍生許多風險。為保護交易人、提升市

場穩定性，世界各主要交易所皆設有交易防衛機制，例如「漲跌幅限制」、「價格穩定措施」

可以降低異常價格波動幅度，「買賣申報整批撤銷機制（Kill Switch）」、「斷線後自動

刪單功能 Cancel on Disconnect（COD）」可讓期貨商系統異常時，及時刪除委託，避免

鉅額虧損。目前期交所已有前 3項機制，正研議新增斷線後自動刪單功能的可行性，本文

將就該功能進行介紹。

商，期貨商須就該訊息進行回覆。如果交易所在

一定時間內未收到回覆訊息，就會認定期貨商斷

線，並觸發 COD，自動刪除該期貨商的委託單，

等到期貨商重新連線後，交易所將發送刪除委託

單的相關通知給期貨商。

判定期貨商斷線觸發 COD的條件？

各交易所判定期貨商斷線，並觸發 COD的條

件多有不同，甚至有交易所提供多種觸發 COD的

條件給期貨商選擇。例如 TSX有 3種觸發 COD的

條件：（1）在指定的期間（預設為 30秒）內都沒

有活動（activity）；（2）在指定的期間內都沒有

活動，或偵測到期貨商連線意外中斷；（3）在指

定的期間內都沒有活動，或偵測到期貨商連線意外

中斷，或收到期貨商登出請求後卻連線意外中斷。

HKEX有 2種觸發 COD的條件：（1）偵測到網

路層級（network level）連線中斷，但沒有收到

登出請求；（2）偵測到連線在指定時間（預設為

120秒）內都沒有收到任何訊息。

COD可以刪除哪些委託單？

當 COD被觸發時，交易所將不再接受該期

貨商的新進委託單，同時刪除大多數的既存委託

單，然而，針對長效單，例如取消前有效委託單

（Good 'Till Canceled；GTC）、指定日前有效委

託單（Good 'Till Date；GTD）、收盤市價單（MOC；

Market on Close）及收盤限價單（LOC；Limit on 

Close），各交易所的處理略有不同。例如 CBOE

在 COD觸發時，會連同長效單一併刪除，其他如

CME與 Eurex等多數交易所，則不會刪除長效單。

COD預設為開啟或關閉？

在一些交易所，例如 CME與 CBOE，COD

預設為開啟，期貨商無須提出申請，在符合條件

時，COD就會自動執行。而在另一些交易所，

COD預設為關閉，期貨商須先填寫申請書，待審

核後才會啟用，例如 TSX及 HKEX要求期貨商須

先填寫開放 COD申請書，待核准後才會生效，而

HKEX之申請書上除須註明 COD生效日期、指定

的連線中斷時間等資料外，還有許多客製化選項，

例如可提供申請者不同的 COD觸發條件供選擇。

COD其他特別做法？

斷線後延遲刪單

一些交易所，例如 HKEX，支援延遲刪單功

能，期貨商可以事先指定延遲刪單的時間，當

COD被觸發時，如果期貨商在延遲刪單時間內成

功重新連線，則委託單不會被刪除。

禁止刪單時段的處理

以 CME的作法為例，在禁止刪單時段（Non-

Cancel Period）內，COD被觸發時，將無法自動

刪除委託單，但是如果禁止刪單時段結束，期貨

商仍未重新連線，CME將刪除委託單。

斷線後極短時間重新連線的處理

以 Euronext為例，如果期貨商在連線中斷後

的極短時間內要求重新連線，且重新連線時交易

所還沒有偵測到斷線，為避免重複連線，交易所

將阻止期貨商重新連線。如果交易所已經偵測到

該次斷線，並且觸發 COD，期貨商在重新連線後

送出的新委託單將先不處理，直到 COD將斷線前

符合條件的委託單都刪除完畢後，才會進入委託

簿撮合。這個機制是為了確保重新連線後送出的

新委託單，不會被 COD刪除。

總結

為避免連線不穩定帶來交易風險，目前國際主

要交易所多已提供斷線後刪單功能，儘管各有不同

的細節及限制，例如可接受的連線中斷期間不同、

適用的委託單種類不同等，核心功能皆包含刪除既

有委託單、暫停接收新進委託單，及事後發送該段

期間的 COD執行通知。然而，COD無法完成免

除連線中斷風險，當期貨商送出委託單與連線中斷

的時間十分接近，導致 COD刪除這些委託單前已

經成交，或交易所端系統發生異常時，都可能造成

COD執行結果不如預期。

目前期交所已經提供多階段漲跌幅及動態價格

穩定措施等多樣化的交易防衛機制，未來將持續觀

察市場交易情形，並了解期貨商需求，規劃提供期

貨商斷線後自動刪單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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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貨市場行動應用程式
檢測新制簡介

文／張文禮（期交所期貨商輔導部經理）、王韋人（期交所期貨商輔導部專員）

考量前揭議題，經濟部工業局依據行政院國

家資通安全會報決議，參照國際相關資安規範，

完成制訂「行動應用 App 基本資安規範」，並依

行動應用程式分類及參考 OWASP（開放 Web 軟

體安全計畫）、CSAT及 NIST等相關行動應用程

式安全風險評估之基本資安檢測項目，訂定「行動

應用 App 基本資安檢測基準」（目前最新版本為

V3.1），並以有無使用者身分鑑別、及是否含有交

易行為之應用程式，分為L1（無身分鑑別）、L2（有

身分鑑別）及 L3（有交易行為）等 3種檢測分類，

用以測試及驗證行動應用程式之安全性，以下就期

貨市場行動應用程式檢測新制，包含行動應用程式

於初次上架前及每年應委由經財團法人全國認證基

金會（TAF）認證合格之第三方檢測實驗室完成通

過資安檢測，以及一年內有更新上架之需要，應

於每次上架前就重大更新項目以 OWASP MOBILE 

TOP 10之標準進行委外或自行檢測等 2部分，說

明如下：

初次上架及每年完成通過資安檢測

檢測前須在檢測調查表宣告行動應用程式之用

途、功能及使用到的權限項目，以讓檢測單位確認

該行動應用程式需符合 L1、L2或 L3類別，各類

近年來，智慧手機等行動通訊裝置已漸成現代人生活之重要裝備，在電子商務及電子

支付之推波助瀾以及疫情時代簡訊實聯制應用下，行動通訊裝置更是成為集人們一切生活

所需之功能於一身，而運行在行動通訊設備上之應用程式（以下簡稱 App）更是五花八門，

除基本電話、簡訊外，其他與食、衣、住、行、育、樂⋯等與生活有關的 App更是只有想

不到沒有作不到，目前 App主要有運行在蘋果公司 iOS系統及 Google系統兩大環境，使

用者可分別於 App Store或 PLAY商店之正式管道下載 App，亦有部分使用者以自行取得

App程式或透過越獄（iOS jail breaking）或提權（Root）後直接安裝 App，惟不論以何

種方式取得或安裝 App，使用者很難避免所安裝 App沒有資訊安全漏洞（尤其是將設備越

獄或提權之後），因而提高了行動通訊裝置因程式設計缺失致個人資料遭竊取或財產損失

之風險。

別檢測項目如下：

•  應於發布時說明欲存取之安全敏感性資料、行動

裝置資源及宣告之權限用途：L1、L2及 L3。

•  開發者應提供回報安全性問題之管道：L1、L2

及 L3。

•  應於蒐集安全敏感性資料前，取得使用者同意：

L1、L2及 L3。

•  應提供使用者拒絕蒐集安全敏感性資料之權利：

L1、L2及 L3。

•  應於儲存安全敏感性資料前，取得使用者同意：

L1、L2及 L3。

•  應提供使用者拒絕儲存安全敏感性資料之權利：

L1、L2及 L3。

•  應避免在關閉及登出後將安全敏感性資料存於暫

存檔案或日誌檔案：L1及 L2。

•  應避免將安全敏感性資料儲存於暫存檔案或日誌

檔案中：L3。

•  安全敏感性資料應採用適當且有效之金鑰長度與

加密演算法，進行加密處理再儲存：L1、L2及

L3。

全球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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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全敏感性資料應儲存於受作業系統保護之區

域，以防止其他應用程式未經授權之存取：

L1、L2及 L3。

•  安全敏感性資料應避免出現於行動應用程式之程

式碼：L1、L2及 L3。。

•  於非使用者主動進行的畫面擷取時應主動警示使

用者：L3。

•  透過網路傳輸安全敏感性資料，應使用適當且

有效之金鑰長度與加密演算法進行安全加密：

L1、L2及 L3。

•  行動裝置內之不同行動應用程式間，應於分享安

全敏感性資料前，取得使用者同意：L1、L2及

L3。

•  應提供使用者拒絕分享安全敏感性資料之權利：

L1、L2及 L3。

•  分享安全敏感性資料時，應避免未授權之行動應

用程式存取：L1、L2及 L3。

•  應於使用交易資源時主動通知使用者：L3。

•  應提供使用者拒絕使用交易資源之權利：L3。

•  應於使用交易資源時進行使用者身分鑑別：L3。

•  應記錄使用之交易資源與時間：L3。

•  應有適當之身分鑑別機制，確認使用者身分：L2

及 L3。

•  應依使用者身分授權：L2及 L3。

• 應避免使用具有規則性之交談識別碼：L2及

L3。

•  應確認伺服器憑證之有效性：L1、L2及 L3。

•  應確認伺服器憑證為可信任之憑證機構所簽發：

L1、L2及 L3。

•  應避免含有惡意程式碼：L1、L2及 L3。

•  應避免資訊安全漏洞：L1、L2及 L3。

•  引用之函式庫有更新時，應備妥對應之更新版本：

L1、L2及 L3。

•  應針對使用者於輸入階段之字串，進行安全檢查：

L1、L2及 L3。

•  應提供相關注入攻擊防護機制：L1、L2及 L3。

•  於 Webview 呈現功能時，所連線之網域應為安

全網域：L1、L2及 L3。

綜上，期貨商提供下單之 App因具備身分識別

及交易功能，不論運行在 iOS系統或 Android系統，

均應通過上述含有交易行為之 L2及 L3類別，分別

計有 25、30項之檢測項目。業者於送交第三方試驗

室檢測完成後由實驗室所提交之檢測報告，應依期貨

公會自律規範自我檢核表參考範例所列檢測項目建立

覆核機制，以確保檢測項目及內容一致。

年度內就重大更新項目以OWASP MOBILE 
TOP10之標準進行檢測

所謂OWASP，即Open Web Application Security 

Project，為一個開放社群、非營利性組織，全球

目前有 82個分會，以研議協助解決網路軟體安全

之標準、工具與技術文件，協助政府或企業瞭解並

改善應用程式的安全性並改善應用程式安全性為目

標，而「Top 10」為該社群所認十大網路應用系統

安全安全弱點如下：

•  作業系統平臺使用之不妥當（Improper 

Platform Usage）。

•  不安全的資料儲存於用戶端（Insecure Data 

Storage） 。

•  不安全的傳輸行為（Insecure 

Communication）。

•  不安全的身分驗證（Insecure 

Authentication）。

•  安全性較低的加密演算（Insufficient 

Cryptography）。

•  任何失敗不安全的授權行為（Insecure 

Authorization）。

•  錯誤的 API、不安全的 API（Client Code 

Quality）。

•  惡意直接修改程式碼或手機內資料（Code 

Tampering）。

•  程式反解譯（Reverse Engineering）。

•  隱藏後門程式（Extraneous Functionality）。

綜上，本規定即當期貨商行動應用程式於通過

實驗室檢測後一年內有更新上架之需要，應於每次上

架前就重大更新項目，以上述 10項標準為依據進行

委外或自行檢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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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urex KRX Link
推出美元兌韓元匯率期貨

文／陳彥惇（期交所企劃部專員）

歐洲期貨交易所（Eurex）與韓國交易所

（KRX）持續擴展合作關係，於今（2021）年 7

月 26日在雙方現有合作 Eurex ／ KRX Link平

臺推出美元兌韓元匯率期貨。Eurex ／ KRX Link

係於 2010年 8月推出，藉由 1 日到期契約設

計，使交易人得於歐、美交易時段在 Eurex進行

KRX衍生性商品盤後交易，持有未平倉部位則於

當日 KRX開盤前直接轉為 KRX掛牌之同標的契

約，目前掛牌商品包括 KOSPI 200選擇權、小型

KOSPI 200期貨及 KOSPI 200期貨等，今年 6

月合計日均交易量約 57,000口，其中 50,000口

為 KOSPI 200選擇權。新上市美元兌韓元匯率期

貨則為 Eurex ／ KRX Link首檔匯率商品，交易

時間近 24小時，提供交易人全天候管理韓元匯率

波動避險管道。（資料來源：Mondo Visione）

SGX
推出

LNG 運費期貨 
文／林佳旻（期交所企劃部業務員）

隨著全球經濟成長、人口增加及各國政府為

實現淨零碳排（Net Zero Emissions）目標，市場

對液化天然氣（Liquefied Natural Gas, LNG）需

求持續增加，2020年全球 LNG交易量 3.56億噸

（tonnes）創歷史新高，尤以亞洲地區 LNG進口

量占全球七成，需求最為強勁。考量 LNG運輸船

設備結構複雜、建造技術艱深，其運費成本波動

對LNG價格造成極大影響，新加坡交易所（SGX）

於今年 7月 12日推出 3檔 LNG遠期運費協議

（Forward Freight Agreement, FFA）期貨契約，

以因應市場參與者之避險需求。

目前全球 LNG現貨運輸 3條主要航線為澳洲

至日本、美國墨西哥灣沿岸至歐洲，及美國墨西

哥灣沿岸至日本，SGX新商品係以波羅的海交易

所（Baltic Exchange）對該 3條航線以 LNG動

力（LNG-powered）船舶運輸 LNG之費用估價

（Assessments）為基準進行現金結算，採美元

計價，交易最小升降單位為 1美元，掛牌涵蓋 3

年連續月份契約，並於每年 12月份契約到期時，

再掛出接續 12個月份契約，提供市場參與者 LNG

船運價格風險管理工具，同時也響應全球永續發

展及減碳環保意識，協助推動實質經濟轉型使用

清潔能源。（資料來源：Mondo Visione）

 LME
推出鋰金屬期貨

文／黃開雋（期交所企劃部業務員）

隨著歐盟預計於 2035年禁售燃油車以及全球

為達成淨零碳排放目標，帶動電動車產業鏈蓬勃發

展，投資人對電動車相關交易需求因此持續成長，

在全球最大電動車市場中國，電池原料之一氫氧化

鋰（Lithium Hydroxide）價格今年上漲逾 8成。為協

助電動車廠商與相關電池製造商規避重要原料鋰金

屬價格波動風險，倫敦金屬交易所（LME）於今年 7

月19日推出鋰金屬期貨，與主要競爭者芝加哥商業

交易所（CME）今年 5月推出之鋰金屬期貨契約規

格相似，二者皆以美元計價、契約規模每口 1公噸，

並依市場資訊公司 Fastmarkets編製氫氧化鋰定價

指標為基準進行現金結算。雙方契約主要不同處在

於 CME掛牌 12個連續月份契約，而 LME推出鋰

金屬期貨契約掛牌 15個連續月份契約。（資料來源：

Financial Times）

國際視角

Global scan

紐西蘭交易所與
標普道瓊推出 ESG 指數

文／陳彥惇（期交所企劃部專員）

為因應紐西蘭市場對於永續議題關注度及

相關交易需求日益增加，紐西蘭交易所（NZX）與

標普道瓊斯指數公司（S&P DJI）合作，推出 S&P

／ NZX 50 投資組合 ESG偏向型指數（S&P／

NZX 50 Portfolio ESG Tilted Index）。該指數係

以 S&P／ NZX 50投資組合指數（S&P／ NZX 50 

Portfolio Index）之成分股為基礎編製，並將各成份

股依 S&P DJI ESG評分結果進行權重調整，以彰

顯該指數環境、社會、公司治理（ESG）特性。S&P

／ NZX 50投資組合指數成分股與紐西蘭股票市

場指標指數 S&P／ NZX 50 Index相同，但各成

分股設有 5%之權重上限。除依 S&P DJI ESG評

分方式，新推出 S&P／ NZX 50投資組合 ESG偏

向型指數亦剔除武器、燃料煤、菸草、能源及博弈

等產業別相關成分股，以符合聯合國全球盟約（UN 

Global Compact）原則及紐西蘭市場監理需求。

NZX表示，該指數提供市場發展 ESG相關金融商

品標的，並可成為交易人衡量 ESG績效工具，有

助其將永續發展議題納入投資決策。（資料來源：

The Asset）

莫斯科交易所推出
小型 RTS 指數期貨並

再延長證券市場交易時段 
文／陳韻頻（期交所企劃部專員）

莫斯科交易所（Moscow Exchange, MOEX）

於今年 7月 27日推出小型 RTS指數期貨，契約規

模為標準型 RTS指數期貨 10分之 1，最小升降單

位為指數 0.5點，掛牌 3月、6月、9月及 12月季月

契約。MOEX擁有龐大散戶市場，目前約有 1,300

萬名散戶投資人，本次推出小型契約，藉由降低交易

門檻，提供散戶族群更多交易機會。

此外，MOEX為進一步提升市場流動性及吸引

亞洲市場參與者，於去年 6月推出證券市場盤後交

易，接續日盤交易（上午 10時至下午 6時 50分），

交易時間為下午 7時至下午 11時 50分，並於今年

11月或 12月提早證券市場開盤時間至上午 7時，

使其與衍生性商品市場同時開盤，開盤集合競價

（Opening Auction）亦配合提前至上午 6時 50分

開始收單，屆時證券市場單日交易時間將長達 17小

時。（資料來源：Mondo Visione 及 Reuters）

IOSCO
針對 ESG 評等機構
及資訊提供商提出

監理措施建議
文／黃開雋（期交所企劃部業務員）

隨著永續投資風潮興起，資產管理業者及金

融機構對 ESG評等機構所提供評等資訊需求持續

提升，惟目前全球大多數證券市場主管機關尚未將

ESG評等機構及資訊提供商納入監理，造成 ESG

評等資料之可信度易受質疑。有鑑於此，國際證券

管理機構組織（IOSCO）提出 ESG評等機構之監

理措施建議及 ESG評等資料使用時面臨挑戰與應

注意事項。

IOSCO將盡職調查（Due Diligence）列為建

議事項之一，ESG資料使用者在使用 ESG相關資

料前，應先確實瞭解資訊提供商提供資料來源可靠

程度及資訊即時性、資料估計值（Estimates）之

計算方法及質化數據篩選標準等，以降低使用各

ESG評等機構提供之評等資訊不一致風險。（資

料來源：Regulation A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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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vernight Index Average, SONIA）則不受影響。

另，市場普遍支持 ICE美元 LIBOR交換利率持續

發布至 2023年 6月 30日，IBA將視情況再向市場

諮詢。

今年 7月歐洲證券及市場管理局（ESMA）也

因應無風險利率指標轉換，就修正「監理技術標準

（Regulatory Technical Standards, RTS）」徵詢市

場意見，其中 RTS係規範各類別衍生性商品結算

責任（CO）及交易責任（DTO），而 ESMA擬調

整其規範適用商品範圍，排除以歐元隔夜平均利率

指數（Euro OverNight Index Average, EONIA）及

LIBOR等舊指標為基準之衍生性商品，並納入以

歐元短期利率（Euro Short-Term Rate, € STR）、

英國 SONIA及美國擔保隔夜融資利率（Secured 

Overnight Financing Rate, SOFR）等新指標為基

準之衍生性商品。ESMA預計於今年第三季向歐盟

提出最終報告，以利於明年初完成調整。（資料來

源：FOW及Mondo Visione）

HKEX
推出恒生指數、

恒生中國企業指數及
MSCI 中國 A50

互聯互通指數商品
文／陳浩仁（期交所企劃部專員）

香港交易所（HKEX）於今年 8月 23日推出

實物交割恒生指數（Hang Seng Index）期貨選擇

權（Options on Futures Contracts, OOF） 及 恒

生中國企業指數（Hang Seng China Enterprises 

美國比特幣 ETF 上市
面臨 SEC 嚴格審核

及監管
文／王瑞傑（期交所企劃部專員）

美國證管會（SEC）日前再度表達對比特幣

ETF嚴格監管立場，主席 Gary Gensler表示倘比

特幣 ETF改以依循較嚴格之美國共同基金管理法

規相關規範進行申請，可能考慮予以核准上市。此

前包含 CBOE集團申請掛牌 VanEck 比特幣 ETF

在內，至少有 6檔比特幣 ETF待 SEC審核，多數

申請係依美國證券交易所商品上市規範遞件；惟

SEC傾向採用資訊揭露更嚴謹、對投資人保護更

完善共同基金管理法規予以規範，如要求基金董事

會密切監督基金投資、設立獨立董事會與限制關係

人交易等。鑑於比特幣現貨價格波動劇烈、市場透

明度較低且具人為價格操縱等風險，SEC迄今已

多次推遲加密貨幣 ETF審核，希望在核准上市前

有更多時間釐清相關規劃是否足夠嚴謹，以落實投

資人保護。（資料來源：Bloomberg）

IBA
將於 2021 年底

終止發布英鎊 LIBOR
交換利率

文／林佳旻（期交所企劃部業務員）

洲際交易所旗下指標管理公司（ICE Benchmark 

Administration, IBA）考量倫敦銀行同業拆款利率

（LIBOR）將於今年底退場，由其他利率指標取代，

屆時將無法取得 3個月及 6個月利率報價，決議於

今年 12月 31日後終止發布 ICE英鎊 LIBOR交換

利率（GBP Libor ICE Swap Rate），美元及歐元

LIBOR交換利率及英鎊隔夜拆款平均利率（Sterling 

國際視角

Global scan

Index）期貨選擇權，提供交易人更多風險管理工

具。2檔新商品契約乘數為每點 50港幣，最小升

降單位為指數 1點，最後交易日為到期月份第 3

個星期五。HKEX指出，新商品與現行恒生指數系

列商品互補，有助拓展衍生性商品線，增加市場深

度與廣度。

此外，鑑於中國股市占 MSCI新興市場指數

權重日益增加，自 2009年底 18%至今年 8月

已達 34%。HKEX預計 10月 18日推出首檔中

國 A股期貨商品－ MSCI中國 A50互聯互通指數

（MSCI China A50 Connect Index）期貨，以滿

足投資人日益升高之需求。MSCI中國 A50互聯

互通指數主要追蹤 50檔於滬港通及深港通交易

之 A股表現，其中 22檔係由母指數－中國 A股

指數成分股，依全球行業分類標準（GICS®） 11

大行業中，各篩選 2檔權重最高者，以均衡反映

中國各行業經濟發展，其餘 28檔則依權重選取。

HKEX表示，新商品係因應國際投資人透過滬港

通及深港通進入中國市場需求，可望作為市場參

與者管理中國股市相關風險工具。（資料來源：

The Trade及 Business Wire）

文／黃開雋（期交所企劃部業務員）

紐西蘭交易所

紐西蘭交易所（New Zealand Exchange, NZX）總部位於紐西蘭威靈頓，目前經營業

務包含股票、債券及衍生性商品等。在衍生性商品市場部分，除已推出股價指數類型的期貨

外，NZX為全球第一個推出乳製品衍生性金融商品的交易所，目前提供乳製品期貨多採現

金交割，契約規格為每口 1公噸，標的包含奶油、奶粉等，協助乳製品製造商及農夫等市場

參與者進行價格風險管理。

Eurex 將推出歐洲首檔
比特幣 ETN 期貨 
文／王瑞傑（期交所企劃部專員）

歐洲期貨交易所（Eurex）宣布於 9月 13日

推出實物交割比特幣指數投資證券（Exchange 

Traded Note, ETN）期貨，以因應機構投資人於

集中市場交易比特幣相關商品之需求。Eurex表示

該新商品為歐洲第一檔集中市場交易之比特幣衍

生性商品，交易標的為法蘭克福證券交易所上市

之 BTCetc比特幣 ETN，契約單位為 1,000股（1

股 ETN約等於 1 ／ 1000單位比特幣），以歐元

計價，最小升降單位為 0.005歐元，掛牌月份為

交易當月起連續 3個月份及 3月、6月、9月、12

月中 3個接續季月，最後交易日為到期月份第 3

個星期五。針對交割後取得之比特幣 ETN，期貨

交易人除了繼續持有外，亦可再行賣出或申請贖

回取得比特幣現貨。除比特幣 ETN外，德國交易

所亦掛牌以太幣（Ethereum）及萊特幣（Litecoin）

等加密貨幣 ETN，今年上半年月均成交金額約 10

億歐元。（資料來源：Global Inves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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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期貨交易所
市場規章修正

臺
灣期貨交易所近期因應期貨集中交易市場之需求，配合修正市場規章之相關規定，以下謹臚列近期

異動之市場規章相關資訊，包括公告日期、文號及修正概要。倘若期貨交易人想進一步了解前開相

關內容，可至證券暨期貨法令判解查詢系統網站，或至臺灣期貨交易所網站查詢。

本期臺灣期貨交易所市場規章之修正重點，摘要如下：

文／江欣芸（期交所企劃部專員）

公告「期貨商公司治理實務守則」修正條文。

公告調整期貨交易所「股票期貨暨選擇權契約」交易人部位限制數。

1

2

公告日期 2021年 06月 08日

公告文號 臺期輔字第 1100001721號函

概要說明 依據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2021年 6月 4日金管證期字第 1100334669號函辦理。鑒於企業之

社會責任以及環境、社會與公司治理等非財務資訊揭露已廣受國際重視，為持續強化期貨商社

會責任暨非財務資訊揭露，新增第 6章第 3節。本守則修正重點如下：一、配合金融監督管理

委員會「綠色金融行動方案 2.0」之推動，考量現行規模較大之期貨商為有能力且有責任向股

東揭露並編製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者，爰訂定股本達新臺幣 20億元以上，或為公發公司且為

金控體系下之期貨商，每年應編制前一年度之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另基於成本效益，如期貨

商之整體營運活動已納入同屬集團企業之上市上櫃公司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編制範圍者，得不

再編制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新增第 62條。二、參酌「上市上櫃公司企業社會責任實務守則」

第 29條、臺灣證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編制與申報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作業辦法」第 3條及財

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上櫃公司編制與申報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作業辦法」第 3

條規範，考量目前國際間編制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多以全球永續性報告協會發布之只能為主

（簡稱GRI），國內業者也多採GRI指南，故增訂期貨商應採用GRI指南編制企業社會責任

報告書，以維護報告之一致性及可比較性，而為使企業社會責任之實踐能與時俱進，符合國際

發展趨勢，將 ESG風險評估納入非財務資訊揭露規範中，並強化揭露相關績效指標與管理之

連結。另為讓使用者充分了解報告書知揭露狀況與各揭露項目是否取得第三方確信或保證，增

訂第 63條。

公告日期 2021年 07月 21日

公告文號 臺期交字第 1100201006號函

概要說明 臺灣期貨交易所依據「股票期貨契約交易規則」第 16條及「股票選擇權契約交易規則」第 18

條規定，將調整臺灣期貨交易所「南亞期貨」等 36檔股票期貨契約，以及「統一選擇權」等

9檔股票選擇權契約之部位限制數；其中部位限制數為調高者，自 2021年 7月 22日起生效；

為調降者，自 2021年 9月 16日起生效。

規章快易通

Legal blog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發布有關期貨商管理規則第21條第1項但書規定之令。4
公告日期 2021年 08月 16日

公告文號 金管證期字第 1100340639號

概要說明 2021年 08月 16日金管證期字第 1100340639號令，公告下列事項：一、期貨商得依期貨商

管理規則第 21條第 1項但書第 2款規定，申請發行期限不低於 5年，最長不超過 20年，受

償順序次於公司其他債務之普通公司債（以下簡稱次順位公司債）。二、期貨商發行次順位公

司債，應符合下列條件：（一）須為同時經營期貨經紀及自營業務之期貨商。（二）最近期經

會計師查核簽證之財務報告淨值不低於實收資本額，且財務狀況符合期貨商管理規則第 17條

之規定。（三）最近 6個月調整後淨資本額占期貨交易人未沖銷部位所需之客戶保證金總額比

例之月簡單算術平均數，每月均不得低於百分之二十。（四）最近 3個月未曾受金融監督管理

委員會依期貨交易法第 100條第 1款之處分。（五）最近半年未曾受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依期

貨交易法第 100條第 2款之處分。（六）最近一年未曾受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依期貨交易法第

100條第 3款之處分。（七）最近二年未曾受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依期貨交易法第 100條第 4

款之處分。（八）最近一年未經臺灣期貨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

或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依其章則所為停止或限制買賣。（九）期貨商不符前五

款之條件，但其情事已具體改善，並經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認可，得不受其限制。三、期貨商

未符前點第二款有關淨值不低於實收資本額或第三款所定條件者，得經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核

准，發行次順位公司債，其銷售及銷售後轉讓對象，以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外

幣計價國際債券管理規則所定之專業投資人為限。四、期貨商發行次順位公司債前，應檢附發

行人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處理準則第 3章第 1節普通公司債規定之相關書件，及發行次順位

公司債對改善財務結構或調整後淨資本額之分析評估，送由臺灣期貨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審查

後，轉送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核准或申報生效。五、期貨商發行次順位公司債，其銷售及銷售

後轉讓對象為非專業投資人之自然人時，其債券應取得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認可之信用評等機

構評等。其餘情形，發行期貨商或該次順位公司債應取得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認可之信用評等

機構評等。六、期貨商發行次順位公司債應於發行辦法及公開說明書載明下列事項：（一）信

用評等等級：期貨商或次順位公司債之評等等級，如係採期貨商信用評等，應提醒投資人注意

債券標的本身之風險，包括求償順位與次順位之法律效果。（二）重要發行辦法及條件：包括

次順位公司債得否中途解約、提前贖回或賣回及其條件等與投資人權益相關之事項。銷售對象

有限制者，並應註明之。七、期貨商發行次順位公司債應遵行事項，除依本令規定外，並應依

公司法、證券交易法、期貨商管理規則及發行人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處理準則等其他法令規定

辦理。八、本令自即日生效。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公告期貨商得受託從事國外期貨交易之種類3
公告日期 2021年 08月 13日

公告文號 金管證期字第 1100350854號

概要說明 2021年 08月 13日金管證期字第 1100350854號公告，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依據期貨交易法

第 5條，公告期貨商得受託從事期貨交易之香港交易所（Hong Kong Exchanges and Clearing 

Limited；HKEX） 之匯率類（FX）契約為期貨商得受託從事國外期貨交易之種類。更新後期

貨商得受託從事國外期貨交易之交易所及種類，詳細彙總表得於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網站查

詢。上開期貨商受託從事國外期貨交易應以臺灣期貨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公告之期貨交易契約

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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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10 大及其他商品成交量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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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均交易量及未沖銷量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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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間

日均交易量 [口 ] 日均未沖銷量 [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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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統計

Statistics

市占率前 15 大經紀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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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2021/08及2021/09夜盤與日盤同等商品日均量比值分別
為28.89%與27.53%，2021/01-2021/09為30.34%。

註：截至2021/09底止，開戶數共計2,004,732戶，其中自然人
占1,993,765戶，法人占10,967戶。

註：統計至2021/09底止。

市場參與概況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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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富時100指數期貨上市

期交所參加2020年度
金融服務愛心公益嘉年華 06
從校園到職場—
與期貨共創Future 08
擴大年輕人期貨知識宣導
期交所提供免費學習平台 11

為鼓勵法人機構從事期貨交易，進行避險及

增益，以提升法人機構在期貨市場之參與比重，

期交所自2015年起舉辦「期貨鑽石獎」，為臺灣

資本市場期貨及選擇權領域之年度盛事。

第七屆「期貨鑽石獎」評選期間為2020年7

月至2021年6月，獎勵對象包含期貨經紀商、期

貨交易輔助人及期貨自營商等期貨相關業者，及

投信事業、銀行業、保險業、證券業等，期望各

獎勵對象善用國內期貨及選擇權商品進行避險及

增益。


